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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至15日，第八届重庆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重庆文博
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
重庆文博会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
近30个友好国家，200多个行业的近
2500家客商参展。

6万平方米的展览现场将带给市
民哪些惊喜？8月22日，记者采访了
组委会相关人士。

“双晒”画卷绘巴渝美景

今年3月25日，重庆推出了“晒文
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充分展
示各区县的“颜值”和“气质”。不少区
县借力“双晒”引来八方游客，而以文、
图、影、音、书、画等形式在全媒体上传
播的各地美丽画卷，也深深印入人们的
脑海。

组委会人士介绍，本届重庆文博会
的5个主题展馆（N1 馆“晒文化·晒风
景”成果馆、N2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
馆、N3馆国家文化传统工艺馆、N4馆
特色文化产业交易馆、N6馆融合创新
文化艺术馆）中包含“晒文化·晒风景”
成果馆，该馆将有近30个区县(自治县)
展示“双晒”成果。

据介绍，在“晒文化·晒风景”专题
成果馆中，市民不仅能看到各区县“双
晒”的视频和图文，还可以欣赏到各区
县著名文旅景点的微缩景观。

据悉，本届重庆文博会特设主宾区
县，大足区受邀为主宾区。

汇聚国内外文创精品

组委会人士称，重庆文博会举办七
届以来，不仅给国内文创行业提供了展
示平台，更是走出了“国际范”。第八届
重庆国际文博会的“国际范”更为凸显。

据了解，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文
化馆邀请国外展商数量超越了以往七
届文博会外国展商的总和。来自近30
个国家的200多个展位将展销丰富的
国际文旅商品，让市民尽情“海淘”。

其中，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邀请到
日本爱媛县的表演团队来重庆文博会
进行现场演出。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
欣赏到日本传统乐器的精彩演出，还可
以与演出人员互动。

大英图书馆文创商店也将亮相重
庆文博会。他们带来了最新推出的文
创产品，其灵感来源于经典童话《绿野
仙踪》。该系列文创产品包括购物袋、
徽章、贴纸等，设计素材均出自插画大
师 威 廉·华 莱 士·丹 斯 诺 为《The
New Wizard of Oz》所绘制的书籍
插图。

荷兰的创意典范“米菲兔”、比利时
Choclito巧克力艺术等也将与多个国
际文化品牌一起，与市民见面。

国内的文创精品也毫不逊色。“紫
禁城里过大年”“紫禁城上元之夜”……
近年来，因为IP价值的充分挖掘和一
系列文创产品的推出，故宫已俨然成了
一位“萌萌哒”的老顽童，600多岁的紫

禁城越来越酷炫。组委会人士介绍，北
京故宫博物院将首次赴渝参加文博会，
展示爆款文创产品，让市民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当代魅力。

感受工艺美术的精巧创意

据介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将亮相重庆文博会。山神漆器、唐三彩、
陶瓷艺术、宫廷刺绣等展品丰富多彩。
此次重庆文博会上举办的第四届工艺美
术大师作品暨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展将展
出数千件作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中国乌木文化艺术、金丝楠木艺术
作品也将亮相本届重庆文博会。乌木
质地坚硬细腻、色泽古朴凝重，因其是
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且上千年才能形
成，故有“软黄金”之称。

在重庆文博会，传统文化也是一大
亮点。本届重庆文博会特设禅茶文化
体验展演区、插花表演展示区等，让市

民体验一番“岁月静好”的滋味。
禅茶文化体验展演区将茶艺、古

琴、插花等艺术融为一体，是一场结合
视觉与听觉的艺术沙龙。在现场，职业
茶艺培训师将分享六大茶类知识及泡
法，古琴老师将弹奏古琴，公共营养师
与健康管理师将讲授养生秘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针
灸·刘氏刺熨疗法”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家薪传奖
获得者刘光瑞将携带百年“少林堂”
亮相重庆文博会。少林堂名下共拥
有32000多件中医药文物及标本、古
匾额 3000 余块、收藏中医为主的古
文献和线装书10万余册。除了可以
感受中医文化的神奇，市民还将欣赏
到巴渝名匾。

不少“新鲜面孔”将亮相

有传统的，更有新锐的。本届重

庆文博会将展示炽燕声光视械智能
控制系统，南京报恩寺演出、贵州四
洞仙境夜游、上海中心大厦灯光秀、

“一带一路”峰会灯光秀等场合都有
它的身影。

上海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
地的24个高科技文化装备项目也将亮
相。这些项目有模块式飞行影院、互动
式黑暗乘骑小车、全息触摸展示柜、超
融合AI一体机等，市民将看到文化装
备“黑科技”的神奇之处。

首届丝路国家国际学前教育产业
展等“新鲜面孔”也将亮相文博会。该
展览共分为培训机构展示区、教育装备
展示区、亲子研学基地展示区、婴幼儿
生活用品展示区等五大展区。届时，主
办方将通过邀请国内外500多家学前
教育精英团队参与其中，通过召开高端
论坛，探讨学前教育经验，带给市民家
长更多思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22
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发布消息称，主
城区又有5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成
并对外开放。

这5个新建成并对外开放的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分别为蔡家场体育文化
公园、光明体育文化公园、华岩体育文
化公园、焕章体育文化公园、辅仁体育
文化公园。

其中，蔡家场体育文化公园地处蔡
家，中庚城F组团附近，紧邻重庆四联
光电科技公司；光明体育文化公园地处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巴滨路中段，紧邻
李家沱大桥；华岩体育文化公园地处九
龙坡，华岩寺东南面；辅仁体育文化公
园位于南岸区辅仁路旁，紧邻南坪四海
小学；焕章体育文化公园地处沙坪坝大
学城片区，陈家桥学城大道北侧。

体育文化公园设计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功能上，近期开放的5个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均设置了青年健身区，老人
器械区以及儿童活动区等多功能健身
区，全方位满足市民运动健身需求。此
外，部分公园还配备有“24小时无人贩
售机”等休服务设施，旨在打造智能化
集成公园。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利用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旨在提升城市品
质，精细化用地，增加城市公共活动空
间，打造社区公共交流空间，重点突出

“社区”、“体育”与“文化”主题，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按照总体
安排，我市计划建设92个体育文化公
园，其中 2018 年已建成开放 30 个，
2019年将建成20个，2020年将建成
42个。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的
原则，我市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将陆续建
成开放。

主城新建成投用5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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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张艺）8月22日，记者从市歌剧院、市
歌舞团获悉，作为“向祖国献礼——重
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

剧目展演活动”的两部优秀原创剧目，
歌剧《尘埃落定》、舞剧《杜甫》均已开
票，市民可通过“重庆演出信息”线上平
台（网站 www.cqpw.cn、App、微信商
城）下单购买惠民票，最低惠民票价仅
需20元。

据了解，歌剧《尘埃落定》将于9月
5日至 6日，在施光南大剧院连演两
场。该剧根据阿来获茅盾文学奖同名
作品改编，通过讲述一个藏族土司家庭
的没落故事，折射出旧社会的必然衰

亡。据悉，该剧精简版、小剧场版等各
类版本已在市内外演出50余场。

舞剧《杜甫》将于9月8日在重庆
大剧院上演。该剧由市歌舞团联合国
内顶尖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意象化地讲
述和呈现了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
了杜甫从宦游、为官到弃官的全过程。
该剧先后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
创作资助项目、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实现

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满贯”。
据了解，“向祖国献礼——重庆市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剧目
展演活动”将于9月至11月上演，全市
遴选出的10台优秀原创剧目将相继亮
相，涵盖川剧、京剧、话剧、歌剧、舞剧、
杂技、民族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其
中9月份上演的剧目有：歌剧《尘埃落
定》、舞剧《杜甫》、京剧《张露萍》《天路
彩虹》、川剧《江姐》；话剧《红岩魂》《幸
存者》以及杂技剧《大禹》、芭蕾舞剧《追
寻香格里拉》将于10月与观众见面；11
月29日至30日，大型情景国乐音乐会
《思君不见下渝州》将在国泰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演出。

《尘埃落定》《杜甫》开票啦！最低票价20元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十个手
指，从左往右挨个数，跟着口诀一起念

‘瓶瓶罐罐纸电一三五七’。你看，垃圾
分类是不是很简单！”8月22日，渝北
区开展“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
务行动，暖洋洋社工走进龙山街道天竺
路社区教授“环保十指口诀”，让垃圾分
类有趣又简单。

志愿者告诉大家，“瓶瓶罐罐纸电一
三五七”按照谐音，涵盖了垃圾回收的几

大分类标准，即塑料瓶子玻璃瓶子、铁皮
罐铝罐、废纸、电池家电、旧衣服、3C产
品、五金制品和其他,便于记忆。

活动现场，居民们一边举起双手学
习，一边念叨记忆。“瓶瓶罐罐就是塑料
瓶、玻璃瓶、易拉罐，都是可以回收的；
电是电池、电灯，这些都是有毒有害垃
圾，要单独分类处理……”刘婆婆说，学
会了垃圾分类口诀，要回家多宣传，让
一家人逐渐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数着手指念口诀 垃圾分类并不难
渝北区开展“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8月
22日从市经信委获悉，从即日起，我市
启动为期三个月的2019年秋季食盐专
营集中执法行动，打击扰乱食盐专营市
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食盐专营
监管，确保食盐供应安全。

市经信委表示，此次执法行动将主
要检查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的生产证书、
原料进货凭证、生产销售记录；检查食
盐定点批发企业的从业证、物流配送方
式、食盐储存和采购销售记录情况；检

查食盐零售单位如商店、超市购入食盐
的进货票据、购销台账和其他资料；检查
食盐用盐单位，包括食品加工用盐单位、
单位学校食堂、餐饮企业等食盐购进合
同、票据、账簿、购销记录及其他资料。

在执法行动中，检查组如发现存在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等违规
行为的，涉及食盐质量安全案件将移交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发现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或涉嫌构成犯罪的，将移
交公安等部门办理。

打击扰乱食盐市场违法行为

全市启动食盐专营集中执法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 月 22
日，记者从融创西南区域集团获悉，该
集团正式与摩登天空签订战略协议，联
合孵化全新的音乐IP“向往音乐季”，
为涵盖重庆在内的西南多城打造音乐
时尚标签，营造欢乐生活生态链，跨界
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融创文旅定位于中国家庭美好生
活整合服务商，高起点布局文旅产业，
以满足中国家庭对旅游度假的多元需
求，提供不同的欢乐场景。其中，西南
地区是其布局的重中之重。

重庆融创文旅城以文化、旅游等体
验业态为主，占地28.65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22.22万平米，是一个超大型
文化旅游项目，包括水世界、海世界、雪
世界、商业街等。其中，水世界涵盖“竞
技竞速滑道”“魔鬼鱼组合滑道”“1-2
人筏滑梯”“水上大冲关”等11个项目；
海世界将引入水母观光车和秘境漂流
设备，建成后提供海豚海狮秀、水母展
示区、海豹岛、海洋转马等10余个大型
娱乐项目。重庆融创文旅城还将打造
世界最高、亚洲首台的双螺旋过山车，
直径100米、全透明轿厢的山顶摩天

轮，以及首个将过山车、悬山、瀑布、水
爆等多个游乐项目立体融合的鱼鹰矿
山车等。目前，该文旅城施工全面进入
内部装饰装修和机电设备安装阶段，预
计于明年4月份正式投入运行。

摩登天空是国内知名的独立唱片
公司，今夏最火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
天》中的热门乐队新裤子、痛仰、海龟先
生都是摩登天空旗下乐队。其签约艺
人超过100组，全年举办超过30场音
乐节。

据介绍，此次融创西南与摩登天空
携手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共同推进音乐和旅游目的地的跨界合
作，联合孵化全新的音乐IP“向往音乐
季”，把音乐元素填充进文旅产业。届
时，深受年轻人追捧的知名独立音乐
人、知名乐队等，将落地“向往音乐季”
系列活动中，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更丰
富的欢乐享受。

“融创文旅正在西南是打破旅游的
边界，构筑一个全域旅游新版图，助力
融创文旅城所在城市的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融创西南区域集团总裁助理
张惠明表示。

融创西南与摩登天空签约
跨界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第八届重庆文博会汇聚世界各地文创精品

重庆人家门口可欣赏故宫宝贝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焕章体育文化公园。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首次来渝参加文博会的故宫博物院展区效果图。

印度手工桌。 （本组图片由重庆文博会组委会供图）荷兰知名品牌“米菲兔”。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22日，
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为提升长期
失能人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我
市已启动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目前，全市共有45万人参保，首批通过
重度失能评定的有289人，其每人最高
可获得1550元/月的护理补助。

“这个月我就领到 2000 多元补
助。”家住巴南区龙洲湾街道梅家梁社
区的杨红有些感慨地说。杨红父母瘫
痪在床，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由于要上
班，她只能请两名护工，一个月护工工
资就需支出8000多元。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启动后，由于
杨红的父母长期足额缴纳了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费，经过审核，他们每人每天
可以享受40元补助，一个月加起来有
2000多元。

杨红的父母只是长期护理保险的
受益者之一。据了解，为有效应对人口
老龄化，妥善解决长期失能人员生活照
料问题，国家确定在重庆等15个城市
试点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保
险”)，2018年12月，巴南、大渡口、垫
江、石柱成为重庆首批试点区县。

据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蒋建国
介绍，长护保险制度试点按照“先职
工、后居民，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推
行，2019年筹集标准为12.5元/人·月，
其中医保基金补助5元/人·月，职工医
保参保个人账户结构调整7.5元/人·

月，个人缴费部分按月缴纳，由单位在
代扣代缴医保费时同步进行结构调
整，共同进入长护保险基金。也就是
说，职工医保参保人会自动参保，不需
要额外缴费。

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
因长期卧床或经过不少于6个月的治
疗，病情基本稳定，需要长期护理的，
可向失能评定机构提出申请，通过失
能评定后确定待遇享受资格。

在补助金额上，由协议护理机构
提供的符合长护保险服务项目及标准
的费用，由长护保险基金按50元/人·
日的标准补助;由第三方服务机构培
训并纳入登记管理的护理服务人员提
供护理服务的，其护理补助按照40元/
人·日标准支付;由未经服务培训和登
记管理的护理服务人员，包括家人提
供护理服务的，其护理补助按照30元/
人·日标准支付。

“为了让真正有需要的人群进入
保险范围，我们对失能人员的评定十
分严格。”巴南区医保局局长陈浩说，
专业人员会先到参加失能评定申请的
家庭进行采集数据，其次是专家评估，
评审委员会还会进行最后的审定。

“我们希望能为长期失能人群提
供一定的照护资金，由此减轻家庭的
负担。”蒋建国说，巴南、大渡口、垫江、
石柱四个区县共有45万人参保，在试
点基础上，该保险有望在全市铺开。

我市试点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

首批289人享受护理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