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赏漫山繁花、
品一盏春茶、看一台好戏、拂一缕春风……
3月21日，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政
府新闻办在巴南区举行2019重庆春季旅
游新闻发布会，全市共推出160多项春季
文化旅游产品，盛邀八方游客来渝“邂逅”
春之美。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赏
花，是重庆春季旅游的最大亮点。围绕“踏青
赏花”这一主题，今年我市各区县推出了一系
列活动，例如开州“浪漫开州花满城”赏花旅
游季系列活动、合川太和镇第十二届桃花节、
北碚春季赏花登山季、彭水首届樱花旅游文
化节、万盛第六届青山湖·五和梨花文化旅游
节、潼南第十二届菜花节、巫山李花节等，让
游客充分感受重庆的春意。

在新闻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唱好重庆文化旅游
的“春之歌”，全市几乎所有区县都推出踏青
赏花、美丽乡村、特色古镇、观光休闲、体育运
动等春季文化旅游产品，时间一直持续到5
月。

据介绍，重庆文化旅游的“春之歌”呈现
三大特色：

休闲体验产品丰富。重庆春季花卉种类
繁多、花期集中，桃花、李花、梨花、牡丹、樱
花、菜花等相继盛开，繁花似锦。在踏青赏花
的同时，各区县配套了一系列品茗、采摘活
动，让游客尽享春光，体验春日野趣。例如，
巴南区举办了中华山水茶道文化节、合川区
举办了涞滩草莓采摘季、梁平区举办了竹海
深深采笋节等。

文旅融合成效凸显。随着我市文旅融合
工作的深入推进，各区县在展示当地春光美
景的同时，还精心筹划了一系列以春耕文化、
乡愁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文旅
活动，如非遗展、农耕研学活动、书画摄影展
等，让游客不仅能纵情山水，还能充分感受当
地浓厚的文化魅力。例如，梁平的中国重庆
首届民宿文化节、渝中的国际影像文化节、铜
梁的系列地方民俗互动表演、武隆的仙女山
国际风筝季等，让游客春游的形式和内涵变
得更丰富。

体旅融合特色突出。春季也是参与户外
运动的极佳时节。伴随着暖阳美景，各区县
集中推出了一系列马拉松赛、自行车赛、乡村
越野跑、游园运动会等，让全民动起来，用更
热烈的方式拥抱自然，使得春季出游更显生

机和活力。
图为3月16日，一艘货轮航行在鲜花映

衬下的秀丽巫峡。当日，第二届长江三峡（巫
山）李花节开幕。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重庆推出160多项春季文旅产品

邀八方游客来渝“邂逅”春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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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3月21日，市政
协举行五届七次常委会议，市政协主席王炯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及市委
贯彻意见。王炯表示，这次全国两会精神，
既体现在两会报告上，更重要的体现在习近
平总书记6次深入人大政协团组所发表的
重要讲话上。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
员要切实按照市委部署和要求，把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精神尤其是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摆在突出位置，要结合重庆实际，扎扎实实
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

王炯指出，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关键
在行动，最终看效果。市政协常委要切实把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和贯彻落实市委工作
部署的成效体现到加强和改进政协各项工作
上来，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崇尚创新、勇于
创新，崇尚团结、增进团结。要进一步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在抓好全国两会精神的学习宣

传中担纲“主唱”，在高质量落实好市委点题
交办的重点任务中担当“主力”，在统筹推进
全国政协安排部署和关心支持的重要工作中
担任“主角”，在落细落实市政协常委会各项
重点任务中担起“主责”，共同推动政协工作
更好地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任务“双向发
力”，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还听取了中美贸易摩擦对重庆外贸
影响的情况通报，听取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
议通过了政协重庆市委员会2019年工作要
点，审议通过了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关于开展

“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委员监督性调
研视察实施方案。会议还举行了关于康养产
业发展的专题报告会。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谭家玲、
张玲、周克勤、徐代银、王新强，秘书长秦敏出
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七次常委会议举行
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艺）3月21日，“琪金·荣昌猪”科技
产业园在荣昌区正式开工建设。据悉，该科技产业园由重庆
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琪金集团）与荣昌区联合打造，
投资金额8亿元，总面积127亩，将打造一个集产、研、游、购、
展于一体的生猪产业综合体，建成后将成为重庆乃至西部地
区最大的智能化生猪科技产业园。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养殖方面，“琪金·荣昌猪”科技
产业园将建设起一个集参观、研发、养殖于一体的高标准、
花园式、样板式荣昌猪养殖示范基地。该基地将充分运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为科技园里养殖的生猪建电子档案，让
每一头猪从出生到运送至市民的餐桌，整个过程都可溯源。

除了养殖示范基地，产业园还将建设重庆首个、西部地区
最大的智能化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厂。该工厂将通过引进智能
化设备及数字化管理，降低人力成本，同时提升屠宰及加工的
安全性和卫生性。该工厂预计将于2020年6月投用，投用后
年屠宰量将实现200万头，生产生鲜肉制品、高档肉制品约1
万吨，食品加工年产值不低于2亿元。

荣昌区畜牧产业和“荣昌猪”具有极大的品牌优势，琪金
集团则是重庆猪肉零售行业规模最大、实体店市场销量第一
的龙头企业，年销售生猪40万头，年销售额20亿元。今年1
月11日，在第十八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
荣昌区与琪金集团正式签约，授权琪金集团使用“荣昌猪”地
理标志商标，并计划五年内在全国开设1000家“琪金·荣昌
猪”专卖店，让“琪金·荣昌猪”的品牌走向全国。

西部最大智能化
生猪科技产业园在荣昌开建

年生猪屠宰量200万头

习近平就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
遭受强热带气旋灾害向三国总统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洪水灾害
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标题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张珺 罗静雯）3月21
日，科技部与市政府在渝举行2019年部市工
作会商会议并签订新一轮部市工作会商制
度议定书。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会见了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
志刚。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市领导王赋、李殿
勋，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参加有关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
王志刚一行来渝。陈敏尔说，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在创新发展中居于
核心地位。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一手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一手抓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正深入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突
出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加快建设智慧城
市，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希
望科技部继续加强对重庆科技创新的支持，
深化部市合作，在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更多
向重庆倾斜，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

王志刚说，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依靠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势头强
劲。科技部将继续用好部市会商有效机制，
加强对接沟通，在科技项目、人才、政策等方
面支持服务重庆，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

当天下午，王志刚、唐良智出席2019年
部市工作会商会议，并共同签订新一轮部市
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根据议定书，双方将
在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科技服务民生保障与改善、加强长江
上游生态大保护、深化国内外科技合作、加
快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等方面开展重点
合作。双方决定建立新一轮会商机制，成立
部市合作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会商会议，
部署相关工作，推进会商事项落实。

科技部和我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有关活动。 （相关报道见6版）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科技部与市政府举行2019年部市工作会商会议并签订

新一轮部市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

本报讯 （记者 汤
艳娟）3月 21日，我国首
次采用长距离硬岩微盾构
顶管施工技术建设的最长
引水隧洞——重庆观景口
水利枢纽的关键控制性工
程 3 号引水隧洞顺利贯
通。其成功贯通，创造了

隧洞工程同类型硬岩顶管施工的世界纪录。
重庆市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巴南区东温泉镇，是国

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属于国家发
改委和水利部确定的首批PPP投融资改革试点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38.68亿元，主体工程主要包括大坝枢纽和输水线路，
大坝水库总库容1.52亿立方米，输水线路总长21.89公里，其
中隧洞长16.15公里。

此次贯通的3号引水隧洞全长3224米，在国内首次采用
世界先进的长距离硬岩微盾构顶管施工技术，这种顶管新技
术能够一次性开挖长度超过2公里的输水隧洞，不仅安全可
靠，而且机械振动很小，对周边环境的干扰、影响较小。此外，
采用微盾构顶管技术，单台机械施工日进度可达15~25米。
而采用传统的钻爆法，即使在地质情况较理想的情况下，一天
也只能掘进3米左右。

在施工过程中，中铁十八局集团与建设、设计和高校等科
研部门联手展开攻关，自主研发的长距离顶管施工“触变泥浆
减少阻力”和“管道应力监测”等新技术、新工艺，确保了隧道
安全、精准贯通。

据了解，重庆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通水后，可为重庆
主城茶园—鹿角组团69万人提供城市供水，为沿线小城镇和
农村12万人供水，同时还承担着重庆中心城区380万人的生
活应急供水任务。 （相关报道见4版）

我国采用顶管技术建设的最长引水隧洞

重庆观景口水利枢纽
3号引水隧洞贯通

物业管理面临的困境有哪些？如何从制
度入手破解？自2月下旬起，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调研组，赴渝中、南岸、沙坪坝、璧山等十
区深入调研，并在南川召开片区会，详细听取
街道、社区、业主、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行
业协会、基层法院及政府有关部门等方方面
面的意见建议，开门立法，为修订重庆市物业
管理条例打下坚实基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副主任张定宇、
王越等率队调研。

业主自治组织运行难，可由
居委会成员兼职业委会副主任，
提高公信力、增强执行力

去年11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简

称“草案”）迎来一审。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围绕物业管理的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
论，提出了100多条意见建议。次月，市人大
常委会发布《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市民征求
意见建议。

“很少有业委会主任想干第二届的，除
非有利可图。”调研中，渝中区一位业委会主
任直截了当点明了业主自治组织运行难的
现状。在实际工作中，业主大会召开需要过
半数业主参加，有的小区业主数量大，少则
几百户，多则上千户，不参加业主大会或不
提交表决票的业主占比较高，直接导致业委
会无法选举产生或换届。即便磕磕碰碰成
立起业委会，其中的各项工作也极为繁琐，
甚至吃力不讨好，业委会成员“撑满”一届已
经很不容易。

（下转2版）

小区物业怎么管？
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十区调研，就物管条例修订征求民意

本报记者 颜若雯

2019重庆春季旅游活动
扫一扫
就看到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2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意大利共
和国总统马塔雷拉、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

二世亲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对
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
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等。

习近平离京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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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现状调查（下）

如何让优惠政策看得见摸得着？

校领导需陪餐 用餐信息应公开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

人解读《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
4月1日启幕

●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
明确的重点任务，需抓紧推动。全国两会刚一结束，
李克强就到财政部、税务总局专程考察此项工作。

●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1日联合发布
公告，宣布今年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将于4月
1日正式启幕，并公布了一系列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
套举措。 （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