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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明天，第
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在重
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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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记者了解到，N2馆“一
带一路”国际文化馆吸引到28个友好
国家及地区参展，丰富多元的国际文旅
产品将呈现在市民面前。

享受味觉和视听盛宴

品匈牙利葡萄酒、尝韩国美食、赏
日本三味线表演……记者了解到，不少
展商将在文博会现场奉上味觉和视听
盛宴，邀请市民前去体验。

据了解，匈牙利位于欧洲中心，自
古就是葡萄酒生产大国。匈牙利驻重
庆总领事馆邀请了4家企业参展本届
文博会，展商将带来大量匈牙利葡萄酒
供市民免费品尝。如果市民想了解红
酒文化、礼节，以及正确的红酒饮用、识
别及保存方法，可以和展商进行深入交
流。

匈牙利还有着“温泉之国”的美誉，
有意愿去匈牙利旅游的观众可以在匈
牙利展位上了解匈牙利定制旅行路线，
获得旅游相关产品资讯。

在文博会韩国馆，市民可以品尝到
韩国原装进口果酒、韩国夜宵人气拉面

等韩国美食。
在N2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馆，

日本爱媛县带来的三味线表演将和重
庆市民见面。届时市民不仅可以近距
离欣赏到日本传统乐器的精彩演出，还
可以和演出人员互动。

独具特色的文创将亮相

袋鼠、悉尼歌剧院、大堡礁……这
些与澳大利亚关联的关键词，为市民所
熟知。在本届文博会上，市民可以在澳
大利亚展馆1.5米高的仿真袋鼠前拍
照，也可以购买袋鼠、考拉玩偶等文创
产品。

除了澳大利亚馆外，市民还可在荷
兰馆和英国馆购买独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

在荷兰馆，“米菲兔”系列文创产品
将和市民见面。“米菲兔”诞生于1955
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图画书作家之一
的荷兰画家迪克·布鲁纳创作的经典动
画人物。据介绍，在“米菲兔”的家乡荷
兰，无论是在首都阿姆斯特丹，还是在
其他大小城市，这个可爱的动画形象总
会不经意间闯入世人的视线。

在英国馆的大英图书馆展区，市民
可购买该馆系列文创产品。大英图书
馆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也是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其藏品数超过
1.5亿件，包括书籍、杂志、手稿、地图、
乐谱等。

据悉，大英图书馆文创商店带来了

大英图书馆最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其灵
感来源于馆藏中的经典童话《绿野仙
踪》。该系列文创的设计均出自插画大
师威廉·华莱士·丹斯诺为《The New
Wizard of Oz》所绘制的书籍插图，
包括购物袋、徽章、贴纸等。只要9月
15日在“大英图书馆”官方微博留言，
就有机会赢得展位现场陈列的《绿野仙
踪》文创新品礼包。

展销产品品种丰富

在韩国馆，除了品尝美食外，还可
以购买到韩国酒类、食品类、护肤品类、
美容产品类、箱包类和电子智能产品。

其中，韩国原装进口宝海覆盆子果
酒是重点展品。因度数低，深受女士喜
爱，这种果酒又被称为女士酒。据介
绍，宝海覆盆子果酒的制造商为韩国宝
海酿造株式会社，该制造商酿酒历史已

达67年，产品出口至中国、日本、美国、
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地。

韩国ECOBIO医学研究所旗下品
牌OMEDI为韩国美容院口碑产品，也
将参展文博会。据了解，OMEDI纯净
护肤水主要功能是强效补水、美白、改
善皱纹。OMEDI绿洲水霜清爽不黏
稠，吸收快，同时具有美白和改善皱纹
的双重效果。

成都伊藤洋华堂旗下伊藤电商将
在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展位展出。
伊藤洋华堂在成都市场深耕22年，得
到顾客的喜爱与支持。2018年8月以
伊藤到家、跨境为主的伊藤电商事业全
面上线，目前拥有近20万粉丝，单日订
单最高突破3000单。

除了上述国家的展位外，N2馆“一
带一路”国际文化馆还有不少精彩之
处，等待市民前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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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10
日，重庆市户外公益广告发布管理工
作现场会在渝北区举行，市住房城乡
建委、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场监管
局有关负责人，全市38个区县（自治
县）及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的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参加。与会人员就如何让
公益广告更加深入人心、如何更好地策
划和管理公益广告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连
续举办三届公益广告创作大赛，征集
作品3216幅、评选优秀作品172幅，建
设公益广告作品库。第三届渝北区公
益广告创作大赛的获奖作品多用艺术
手法表现渝北区的地标建筑，构思精
巧，便于受众接受公益广告宣传的内

容。
“铜梁区构筑立体格局，让公益广

告处处可见、时时可见。”该区相关负
责人称，该区利用公交站台、区属媒体
及主流新媒体等平台，针对不同受众
开展全方面、多层次、高密度、常态化
的公益广告宣传，获得了良好效果。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公
益广告宣传突出艺术性，“优秀公益广
告除了要有好的内涵，还要有高颜值，
我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风格清新、生
动有趣、富有创意的公益广告，彰显了
地域特色，受到了市民喜爱。”

在会议之前，参会人员观摩了渝
北区会议中心、区体育馆转盘、义学路
社区等地的户外公益广告。

让公益广告更加深入人心
重庆市户外公益广告发布管理工作现场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 月 10
日，记者从市侨联获悉，受中国侨联委
派，9月1日至8日，重庆市侨联首次组
团赴法国、西班牙开展“亲情中华”中
医慰侨活动。中医团在法国巴黎、马
赛，西班牙巴塞罗那、马德里的侨团侨
社联系下，先后在当地举行了4场活
动，共为约500名华人华侨提供中医咨
询和诊疗服务，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
高度赞许。

据了解，此次“亲情中华”中医团
经中国侨联和重庆市政府批准，由重
庆市侨联和渝中区共同承办，目的是
送去祖国和侨联组织对侨胞们的关心
和牵挂。当地侨商负责人和侨胞们纷
纷表示，此次中医团带来了传统中医
技术，既解决了大家身体上的病痛，又

让大家的心中充满了温暖，还让大家
体验到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大
家更有信心当好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
继承者和传播者。

居住在法国巴黎的80多岁的陈奶
奶长年受腰肌劳损困扰，中医团医生为
其诊疗后疼痛立即减轻，她当即发出感
叹：“中国来的义诊医生水平太高了！”

重庆市侨联党组书记、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史全波表示，首次组团开展

“亲情中华”中医慰侨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为市侨联践行“为侨服务”宗旨、弘
扬中华文化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今后
将进一步拓展海外联谊，以文化带动
重庆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
实现经济、医疗、文化等多领域的对外
交流与合作。

重庆中医赴欧洲为华人华侨义诊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 月 10
日，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为方便旅
客无纸化便捷出行，民航局正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民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目
前，包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巫山
机场在内的全国203家机场已完成相
关设备的安装与调试，15日临时乘机
证明系统将正式启用。

据了解，临时乘机证明是为没有
携带身份证的民航旅客提供的一种服
务。常见的办理方式为人工办理和自
助终端办理两种，旅客需要寻找办理

窗口或终端，花费一定的时间。民航
局于2018年组织研发了“民航临时乘
机证明”系统，为广大旅客提供一个全
国适用、便捷高效的网上办理渠道。

9月15日起，选择从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重庆巫山机场出发的旅客乘坐飞

机时如果忘记携带身份证明，可通过手
机微信搜索“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
或扫描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系统二维码进
入申请页面；待授权登录后，按要求输入
个人相关信息并进行手机号码验证；再
根据手机提示进行人脸识别核实验证；

待核验成功后返回申请首页，等待60秒
后即可生成电子临时乘机证明。

据悉，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服务不收
取任何费用，仅限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的旅客办理，儿童旅客需要办
理身份证才能使用该服务。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巫山机场将启用临时乘机证明系统

15日起没带身份证也能坐飞机了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9月10
日，由市文联、垫江县委、垫江县人民政
府、市摄协共同主办的“牡丹杯”第八届
重庆市摄影艺术展在垫江县图书馆开
幕。展场共展出摄影作品191件，透过
一张张深入生活、记录时代的照片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也集中展示了
重庆摄影人近年来的摄影创作成果。

重庆市摄影艺术展是市文联、市
摄协举办的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
规模最大的全市性摄影艺术展览，每
两年举办一届，是我市文化艺术界的
一项重要活动。今年市摄协首次将展
览办在区县，让摄影艺术走进基层，走
进群众。

市摄协主席杨矿介绍，本届摄影艺
术展共收到作品11889件，通过初评、
终评，最终有112件作品入选，其中记
录类66件，艺术类46件。在记录类作
品中，本报摄影记者万难、齐岚森分别
以《漠上花开——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
队力学治沙纪实》《背篓检察官》作品斩
获该类别三件金奖中的两件。

垃圾分类、二胎时代、交通建设、非
遗传承……在展场里，参展的作品紧扣
时代主题，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重庆的人
文、历史、风光、城市建设之美，定格了
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美好瞬间。

此次展览同时也展出了首届重庆
市“大美垫江”摄影大赛的优秀作品，展
览将持续至本月26日，市民可免费前
往参观。

第八届重庆市摄影艺术展开幕
共展出作品191件，本报记者万难、齐岚森斩获记录类两个金奖

9月10日，第八届重庆市摄影艺术展在垫江开幕，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展。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翔）除了巫山
脆李、奉节脐橙外，今后，重庆特色水果
品牌将加上“涪陵龙眼荔枝”。9月10
日，记者在涪陵区召开的2019年全国
龙眼荔枝产业大会上获悉，“涪陵龙眼
荔枝”成功跻身我市三大特色水果产
业。

涪陵龙眼荔枝种植历史悠久：拥有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
唐代涪陵荔枝；龙眼种植早在清朝嘉庆
年间从福建传入涪陵，在具有特殊小气
候的沿长江河谷地区种植，至今已有近
200年历史。涪陵是适合种植龙眼和荔
枝纬度最北的区域，独具最晚熟特色和

优势，在金秋9月上市独领市场风骚。
截至目前，涪陵区已建成成片龙眼荔枝
基地2.5万余亩，年产值1亿元以上。

“鉴于‘涪陵龙眼荔枝’品牌的规
模、知名度、品质、产业发展成熟度等优
势，重庆决定将其作为三个特色水果产
业之一，全力推进其发展。到2025年
总面积达到 13.7 万亩，总产量 5.5 万
吨，使以涪陵区为中心的龙眼荔枝种植
区域成为我市重要特色水果基地。”市
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2018年，经市
政府同意，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脆李、
脐橙、龙眼荔枝三大水果产业发展方
案》，提出分别以“巫山脆李”“奉节脐橙”

“涪陵龙眼荔枝”举旗、整合周边相关区
县资源，通过跨区域集中布局，建设三峡
库区脆李、脐橙、龙眼荔枝水果产业带。

“目前，涪陵区正在全方位推动‘涪
陵龙眼荔枝’的发展。”涪陵区负责人
说，在构建研发体系方面，借助涪陵长
江师范学院的技术研究优势，成立了

“长江上游龙眼荔枝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开展长江中上游龙眼荔枝品种选
育、栽培技术等相关技术研究。此次大
会上，长江师范学院被农业农村部授牌
为“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重庆工
作站”，将进一步推动龙眼荔枝产业科
技水平提升。

在品种选育上，涪陵已经选育出了
优质的“涪陵黄壳龙眼”新品种，还引进
筛选出“蜀冠”等新品种，已成为涪陵区
龙眼主栽品种，并通过科技攻关将龙眼
种植区域从过去海拔230米以下提高
到海拔300米范围。

“希望通过不断努力，到2020年，
龙眼荔枝基地达3万亩；到2025年，龙
眼荔枝基地达5万亩,实现年产量3万
吨，年产值3亿元；至2030年，面积稳
定在5万亩，年产量5万吨，年产值5亿
元，真正做强做优龙眼荔枝产业，打响

‘涪陵龙眼荔枝’品牌，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产业振兴。”涪陵区负责人说道。

“涪陵龙眼荔枝”跻身重庆三大特色水果产业
预计到2025年，全市将建成龙眼荔枝品牌种植基地13.7万亩

本报河南郑州电 （记者 杨铌
紫）9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二个比赛日，重庆代
表团捷报频传，秋千55公斤以上级双
人高度项目、小龙舟女子组500米直道
竞速赛以及小龙舟男子组500米直道
竞速赛勇夺3块金牌。

当天下午5时，小龙舟女子组500
米、男子组500米、男女混合组500米
3项直道竞速赛依次在郑州郑东新区
龙湖水域进行。虽然阴雨绵绵，却丝毫
没有阻挡观众的热情。“重庆加油！重
庆雄起！”比赛现场，加油呐喊声、欢呼
助威声不断响起。

随着起点裁判长的一声鸣笛，小龙
舟女子组500米直道竞速率先开赛，6
支队伍顺利出发。云南队和湖南队先
发制人，遥遥领先其他队伍。舟至半程

标时，两个队依然竞争十分激烈。最后
阶段，重庆队率先加快桨速，拼命冲刺，
以2分19秒的成绩第一个到达终点，
获得金牌。

在随后进行的小龙舟男子组500
米直道竞速赛中，重庆队再接再厉，以
微弱优势险胜湖南队，以2分02秒的
成绩再下一城，为重庆代表团取得第
二块龙舟项目的金牌。稍作休息后，
男女混合组500米直道竞速赛敲响战
鼓。由于重庆队员参加了前两场比
赛，体力大幅下降，最终惜败贵州队获
第二名。

在秋千赛场上，重庆选手麻七斤、
王荣继续发挥稳定，以预摆7次、高度
11米的成绩获得秋千55公斤以上级
双人高度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们在本
届运动会上拿下的第二块金牌。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二个比赛日

重庆代表团勇夺三金

本报讯 （记者 周雨）9 月 10
日，2019中国建筑业供应链与劳务管
理高峰论坛在江津区召开。在论坛上，
落户江津区德感工业园的国家级建筑
劳务产业园正式揭牌，这也是全国首个
国家级建筑劳务产业园。

国家级建筑劳务产业园总投资约
30亿元，占地300亩，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

注册成立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劳
务集团公司“中诚信建筑劳务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诚信）。该公司由重庆、
辽宁、湖南、浙江、山西等6家建筑劳务
企业和一家科技公司共同发起，下设5
家全资控股公司，专业持证上岗人员近
万人，能够组织一线施工人员超过150
万人。中诚信也是国家级建筑劳务产
业园的投资建设运营企业。

建立全国建筑劳务大数据中心。

国家级建筑劳务产业园将依托住建部
“四库一平台”和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平台，在江津建立全国建筑劳务大
数据中心。

建成全国建筑劳务配套产业链。
在园区内建立建筑产业工人职业技能
实训基地和住建部建筑工人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江津站、全国建筑业各工种技
能大赛基地、全国建筑新技术新装备研
发和推广中心、涉外建筑劳务派遣中
心、全国建筑劳务企业文化推广中心等
5个产业链模块。

该产业园建成后，将通过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奖励、税收返还、面向全国入
驻产业园企业免费提供办公场所等优
惠政策，把全国的建筑劳务企业吸引落
户到江津，以此达到资源整合、优势互
补的集聚效应，成为全国建筑劳务企业
的总部基地。

首个国家级建筑劳务产业园落户江津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听话”
的小球、空中散花、飞舞的小纸条……
9月10日，重庆科技馆携科普大篷车、
网络科普课、趣味科学实验表演等走进
万州区龙驹镇中心小学，为当地的孩子
奉上了一场科普大餐。龙驹镇中心小
学也成为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课在我
市的首批两所试点学校之一。

据介绍，从今年秋季起，中国科技
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科技馆里的科学
课”试点。试点学校低阶段和高阶段的
学生每周可利用一天的课后一小时，通
过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络直播平台，收看
以直录播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的科学课。

当天下午3点50分，重庆科技馆
工作人员与该校师生一同体验了第一
堂直播课程《魅力科学——科学家讲科

学》，新奇的上课方式和有趣的课程内
容十分受欢迎。重庆科技馆科普大篷
车随车配备的近20件科普展品，也受
到了热捧，特别是VR微场景、裸眼3D
影院，更是引得孩子们争相体验，科技
辅导员带来的趣味科学实验表演，也让
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了许多科学原理。

“龙驹镇是深度贫困镇，我们希望
进一步拓展当地科学课程，丰富当地教
育资源，让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开阔视
界、开拓思维。”重庆科技馆副馆长黄迪
表示，聚焦科技扶贫与扶智相结合，今
后，重庆科技馆还将进一步深入贫困地
区，将丰富的科学知识、前沿的科技资
讯和炫酷的科技产品带给当地学生，激
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提高科学素
养。

科技馆“搬”到乡村
为当地孩子端上科普“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