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 条避暑纳凉
精品线路

扫一扫 就看到

乡村振兴大讲堂报名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第二场“乡村振兴大讲
堂”将于7月22日上午在江津区嘉平
镇开讲的消息，经本报发布后引起社
会各界热切关注与踊跃报名。不少
热心读者通过重庆日报新媒体平台
留言提问，本报将筛选部分留言，请
主讲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
答疑解惑。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下乡地——江
津区嘉平镇，已初步建成了集旅游观光
和果实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农业产业园，
全力打造并初步形成了富硒产业万亩
富硒茶、万亩富硒瓜、万亩富硒小水果、

万亩富硒花椒、万头生态养殖的“五万
工程”，是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个生动实践。

本期讲堂，张孝德将进行题为《迈
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的讲座，消息一
经发布，热心读者纷纷留言，提出了自
己关注乡村振兴所遇到的问题。其中，
有的读者直接向主讲人发问，未来二十
年后的乡村将是什么样子；有的请主讲
人解开谜团，想了解“乡村里的空间资
源怎么分配”；有的想当面请教主讲人，
如何协调好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
系……本报将集合部分精彩问题代读
者向张孝德教授请教，答案将会在后续
报道中公布，敬请关注。

“乡村振兴大讲堂”下周一开讲

乡村振兴未来怎么干？热心读者留言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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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7月18日，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发布会，发布了2019年巴渝·醉美
乡村夏季避暑纳凉83条精品线路。这
些线路包含以避暑纳凉为主，采摘体
验、赏花观光、观光牧场、休闲垂钓、研
学旅行、民俗文化等为辅的七大旅游类
别共520个休闲点。市民朋友可体验
不一样的美丽乡村旅游了！

据统计，到今年上半年，全市接待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游客突破1亿
人次，综合旅游收入390亿元。

发布会上，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
员、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明介绍，
此次推出的83条避暑纳凉精品线路，
共520个休闲点，其中主城区17条线
路、111个休闲点，渝西地区31条线
路、198个休闲点，渝东北地区22条线
路、110个休闲点，渝东南地区13条线
路、101个休闲点。

“到目前为止，重庆地区夏季气温不
高，全域都适合避暑纳凉，尤其是传统的
高山地区打造的避暑纳凉休闲点更有特
色。”高兴明介绍，从避暑纳凉好去处的
线路来看，渝东北大巴山区适宜避暑纳
凉区域有亢谷、红池坝等23个片区，渝
东南武陵山区有小南海、仙女山、黄水等
10个片区，渝西大娄山区则有古剑山、黑
山谷、金佛山等13个片区，而主城四山
（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为主的

山脉及其延伸的山系）也是市民夏季周
末短期出行避暑纳凉的不错选择。

市民如果选择采摘体验线路，高兴
明同样主推了四大区域夏季农产品：渝
东北地区有巫山、巫溪、万州、开州的脆
李，巫溪、巫山、城口的土豆等线路；渝
东南地区有石柱莼菜、武隆沧沟西瓜和
仙女脆桃等线路；渝西地区有涪陵荔
枝、璧山和大足的葡萄、綦江高山杨梅、
万盛猕猴桃等线路；主城区则有九龙坡
葡萄、渝北仙桃李、巴南梨等线路。

此外，赏花休闲线路主推巫溪、大
足、渝北等十多个区县的赏荷花线路，
观光牧场线路主推有城口黄安坝高山
牧场、武隆大雁窝生态观光牧场、璧山
蜜员香放养香猪农场等，研学旅行线路
则主推武隆区四季薯粉小镇、黔江区石
会镇中元村石磨豆花、荣昌陶文化创意
产业园等线路。

与往年相比，这次“避暑纳凉”精品
线路有什么不同？

高兴明介绍，今年夏季精品线路有
6个鲜明特点。即，乡村环境不断改
善、乡村信息化更加畅通、品牌知名度
日益提升、农产品质量更加可靠、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各类活动丰富多采。

“市民朋友下乡去，首先可以感受
到乡村环境大为改善。”高兴明介绍，今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全面推进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了农村“厕

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村规划编制等6项重点任务。其
中，今年上半年，全市8002个行政村实
现了村庄清洁行动全覆盖，全市完成改
厕12.2万户、新建农村公厕295座，农
村垃圾治理通过国家验收。

他还介绍，此次“避暑纳凉”精品线
路上的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更响亮了。
去年以来，我市“石柱辣椒”“巫山脆李”

“酉阳青花椒”等贫困区县的品牌农产
品广告，借力央视“国家品牌计划—广
告精准扶贫”项目，在中央电视台8个

频道进行展播，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今年夏季精品线路上还有各

类丰富多采的活动，各区县推出的采摘
水果和乡村休闲大型庆祝活动共有50
余场。如，丰都将举办2019年仙女湖
镇采桃节等七场节庆活动，大足举办有
葡萄旅游文化节等五场节庆活动。

重庆发布避暑纳凉83条精品线路
辅以采摘体验、赏花观光、观光牧场、休闲垂钓、研学旅行、民俗文化等旅游类别

本报讯 （记者 曾立）为破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7月 18
日，由市经信委同多个市级部门和单
位共同打造的“渝企金服”（重庆企业融
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作为一个
公益性的网络融资平台，各种类型的
企业，均可在平台上获得“一站式”融资
服务。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市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称，为破解这一难题，他
们先后前往浙江、江苏等地考察学习，
并在重庆市内金融机构、企业广泛调
查。他们发现，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是
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最重要的原
因。

“‘渝企金服’就是要打破融资信息
的‘孤岛’，把企业信息、金融机构的产

品信息，全部放到平台上。企业在网上
进入这个平台，就像在线下逛超市一
样，各种金融产品一目了然，可以很直
接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该负责人
说。

为了让信贷、基金、风投等上百类
金融产品通俗易懂，他们将这些金融产
品进行了标准化设计。如快易贷支持
对象是哪些，有什么条件，需要哪些资
料？都有清晰的标注。

除了企业对金融产品不了解，金融
机构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真实情况也
不容易，为了防范风险往往会设置很多
门槛。

为此，“渝企金服”连通了发改委、
税务、人社等10多个部门的数据系统，
获取了企业的征信情况、生产用电情
况、员工社保、纳税情况、知识产权等数

十项信息，然后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手
段，为企业“画像”。“通过企业‘画像’，
金融机构可对企业作出判断，企业也不
用反复跑银行提供材料，提高了融资的
效率和成功率。”该负责人称。

此外，“渝企金服”还汇聚了近百名
融资服务专家、近50家融资专业机构，
能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融资方案。

据介绍，下一步，“渝企金服”平台
将出台相应的管理和考核办法，对入驻
机构和专家进行动态管理。比如，入驻
的专家，如果发现并没有提供多少好的
专业服务，就会被要求退出平台。同
时，一些企业如果有弄虚作假的行为，
也将受到一定的惩戒。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渝企金服”
平台的上线企业已近1.3万家，上线金
融产品近50项，企业发布融资需求超
1700项，已为企业成功融资超900亿
元。根据计划，到2020年，“渝企金服”
融资服务平台将为企业新增融资超千
亿元，惠及上万家民营中小企业；到
2025年，力争服务企业5万家以上，为
企业融资超3000亿元。

网络融资公益平台“渝企金服”上线
助力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姚艺）未来的天气预报会是怎样？7月
18日，在市气象局举行的智慧气象发
展媒体见面会上，市气象局局长顾建峰
透露，该局正在建设天枢·智能探测系
统、天资·智能预测预报系统、知天·智
慧服务系统、御天·智慧防灾系统等智
慧气象“四天”系统，通过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预报准确率。

以天枢系统为例，其目前已对接了

8颗观测卫星，自建4部多普勒雷达和
2000多个地面气象观测站，与周边省
份气象部门共享了10部多普勒雷达和
近万个地面观测站的数据，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感知系统。

“这就为天气预报提供了海量的数
据。”顾建峰说，天资系统还建成了灾害
天气智能预警平台，针对强对流天气进
行人工智能预报，比如今年6月4日20
时至5日20时，重庆地区出现一次自

西向东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该平台提前
1—2小时就预报出有雷暴大风。

在智能气候预测上，天资系统也有
出色表现。据统计，2018年，在气温降
水趋势预测上，相对传统预测，智能预
测的月气温评分高4分，月降水高12
分；2019年上半年，智能预测月气温评
分高16分，月降水高6分。“就是说，准
确度更高。”

事实上，天气预报还肩负着一个很

重要的使命：防灾减灾。目前，全市已
经建立起“市-区县-乡镇-村-组-户”
的六级预警工作体系和3539个预警终
端、160余万短信用户、4.5万个预警微
信、2600余块电子显示屏、700万电视
机顶盒在内的15类发布渠道，每次灾
害性天气过程来临前均会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顾建峰说，借助百度智能云的
短信服务，我市已提高现有短信的发布
速率，由150条/秒提高到最高3000条/
秒，相当于不到9分钟就能将预警信息
发送到160余万有关负责人的手机上。

知天系统还可以为农户服务，据介
绍，其已开展晚秋作物、江津富硒青花
椒、涪陵青菜头等农产品的全程农业气
象服务。

重庆探索建设智慧气象系统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7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第三届中国·重庆（石柱）康养
大会将于7月23日至25日在石柱县黄
水镇举办。届时，将举行土家文化展
演、首都音乐界专场音乐会、中医药产
业研讨会等9项主题活动。

据了解，每年一届的康养大会旨在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和推介石柱的康养
优势。而今年的康养大会将以“气候与

康养”为主题。
今年开幕式上，石柱将发布《2019

“康养石柱”白皮书》和康养指数，举行
“中国天然氧吧”“中国（重庆）气候旅游
目的地”授牌仪式，并邀请全国知名康
养专家发表主旨演讲。此外，在当天举
行的康养项目签约仪式上，总投资
550.5亿元的21个康养项目将进行现
场签约。项目投产后，将助推石柱康养
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第三届中国·重庆（石柱）康养大会本月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翔）7 月 18
日，黔江区黎水镇党委书记冉景兵在黎
水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现场表示，自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黎水镇把每
月的8号、18号、28号定为农村“环境
日”，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向了深入。

在黎水镇，有不少留守老人，他们
因为年老没法搬动门前的沉重杂物，不
仅住着不舒服，也惹得邻居不高兴。为
了解决这类情况，黎水镇自今年5月
起，在每月的8号、18号、28号，由镇领

导带队，联合政府干部职工、党员、保洁
员等进村入户帮村民突破卫生难点，并
立下规定，每次最少帮10户解决卫生
难题。

据了解，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大会战以来，黔江区各乡镇依照自身实
际，创造出了“街道领导班子上班前去
社区进行卫生晨检找问题”“交叉检查
定期打分，乡村两级建‘红灰榜’”等“奇
招”，实现了让村民主动参与、自动比
拼、自行整治人居环境的良好局面。

黔江黎水镇设立农村“环境日”
鼓励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7月11日，渝中区李子坝正街，一处改造后的坡地安设有挡板，并在新填充的营养土里
栽植了三角梅上万株。该处约7000平方米的坡地平均坡度70度，安装有3000余米的自动
喷灌系统用于植物养护。据悉，上半年，该区城市绿化“治坡”行动共完成黄沙溪隧道口等
14处改造，共栽植了美人梅、紫薇等5万余株。

记者 张锦辉 摄

渝中区14处
坡地披绿装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8日，据市气象台预计，今
明两天，重庆仍以阵雨为主，西部偏西
地区雨量较大，后天开始，大部地区天
气会转好，届时，全市最高气温将高达
39℃。

昨天，虽然有阵雨光顾，但天气仍
比较闷热。截至16时，大部地区最高
气温普遍都在28℃至37℃之间，最热
的奉节37.9℃。

来自重庆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7
月以来，重庆雨水频频送凉，主城7月1
日至17日平均气温仅为25.1℃，相比
常年同期26.9℃和去年的28℃分别显
著偏低1.8℃和2.9℃，创下了自1993
年以来同期最低值。不过，据市气候中
心预测，7月中下旬和8月上旬，可能会
有阶段性的高温出现，部分地区可能会
达到40℃。但总体来说，今年的高温
天气可能会比去年弱。

高温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未来三天重庆最高气温将达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