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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自开展“满意在交通”“满意
在住宿”“满意在餐桌”“满意在娱乐”

“满意在商铺”“满意在景区”六大行
动以来，全市旅游环境和服务质量持
续向好，焕发新气象。对于即将到来
的国庆长假，重庆做了哪些准备？

为确保国庆期间八方宾客在重庆
“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
“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9
月18日至9月24日，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文化
旅游委等部门联合组成5个“文明在行
动·满意在重庆”暗访督查组，深入主
城各区，对环境卫生、交通安全、服务
质量、志愿服务、公益广告等情况进行
了一次国庆节前的摸底考察。

景点商圈干净整洁

国庆长假期间，重庆各景点将
迎来八方游客。在歌乐山烈士陵
园、渣滓洞、重庆游乐场等景点，暗
访组见到，各个景点的商户都十分
注意卫生，每家店门前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为游客营造了轻松舒适的
旅游环境。

“如果店门前都不干净，不仅影
响生意，更影响游客对重庆的印象，
这样不划算的事情我才不做。”为了
保证自家店面的整洁，商家刘先生在
店内准备了全套清洁工具，只要店门
前有垃圾，就会及时处理掉。

走进两江影视城，虽然有不少游
客前来游玩，但暗访组并未在地上见
到太过明显的垃圾，少量垃圾在被扔
到地上后，就迅速被一旁的清洁人员
清扫，景区的多个公共卫生间内也比
较干净整洁。

渝北金港国际城、三峡广场、南坪
商圈等地，不少市民在逛街和享受美
食，虽然人流量大，但街面整洁干净，
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有垃圾桶，来往
的市民自觉地将垃圾投放到桶内。

在沙坪坝区的天星农贸市场和
南岸区的海峡路兴隆菜市场，暗访组
见到，经营不同种类食材的商贩被安
排在了不同的区域，秩序井然，地上

见不到散落的垃圾。

城市形象窗口服务热情

暗访组在重庆西站、四公里交通
枢纽站见到，乘车旅客来往如织，进
站口旅客们正有序排队过安检。

重庆西站广场上，两个醒目的志
愿服务亭立在这里。“你到黄桷坪可
以坐441路公交车，顺着前面的指示
牌就能找到！”着蓝色统一服装的志
愿者正在为背着包裹的旅客指路，面
带微笑、态度热情。志愿者介绍，两
个志愿服务亭从上午9点到晚上12
点都有人值守，为旅客服务。

四公里交通枢纽站配备了党群服
务中心，自助售票处也有工作人员协
助购票，为旅客提供咨询服务。

北碚自然博物馆内，暗访组发
现，前台工作人员面对前来咨询、取
票的游客，始终面带微笑，熟练地为
他们办理手续，耐心地回答游客的每
一个问题。

满城尽是“中国红”

暗访组在走访时发现，主城九区
大部分街道都已高挂鲜红的国旗，到
处都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字
样，国庆氛围浓厚。

江北国际机场内，悬挂的国旗营
造出了节日氛围；直港大道往杨家坪
商圈沿途的道路两旁，国旗飘扬，杨
家坪步行街内，随处可见公益广告；
嘉陵风情步行街内，一栋楼前的巨幅
公益广告吸引来往市民的目光；雄风
百货广场内，商家悬挂国旗和带五角
星的红色气球迎接国庆到来；园博园
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布置标
语，搭建展台，迎接国庆到来。

自9月初开始，我市已全面开展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氛围营造
工作。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9月26
日，全市悬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公益广告及国旗共计367700处，
其中大型户外广告牌724块、LED屏
551 块、标 语 4462 条、国 旗 悬 挂
301532面、游走字幕40841条、建筑
围挡517处、灯箱展板2895块、轨道
交通 LED 屏 13000 块、数字屏幕
1250块，其他如艺术花坛等1928处。

15000份游览手册指南
红色之旅

渝中区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
组成的“红色三岩”，是重庆红岩精
神、红岩文化的标志。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渝中区为来渝游客准备

了一趟红色之旅。
“我们准备了 15000 份游览指

南，届时将免费向游客发放。”渝中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由渝中
区文化旅游委策划监制的《母城渝中
红色旅游线路》手册将在十余个游客
服务中心进行免费发放，让游客重温
红色记忆，激发爱国情怀。

该手册详细介绍了重庆的红色旅
游景点，游客怎么前往、怎样游玩、如
何错峰出行，手册都一一列举出来。

除了旅游线路推荐，为确保游客
对重庆的“吃住行游购娱”满意，渝中
区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国庆节期
间将坚守岗位，各景区将加强保洁力
量，保持环境整洁。

针对长江索道、洪崖洞、李子坝
观景平台等热门景点，阳光520爱心
志愿者协会、红樱桃义工协会、蓝天
救援队等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们
将在这里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确
保游客高峰期有文明引导。

投入2.4万辆出租车及
1.4万辆公交车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学
生流、探亲流、旅游流等多样化出行将
形成叠加，预计我市旅客运输量在往
年国庆基础上，将会进一步增长。”市
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据预测，今年
国庆期间，全市旅客发送量（不包含城
市公共交通）将达到991万人次。

为保证市民及来渝游客出行顺
畅，市交通局加强了铁路、公路、民航、
水运等不同运输方式的统筹安排。

城市公共交通将重点关注火车
站、汽车站、码头和机场等旅客集中
地点，合理安排运力资源、运营时间
和发车频次；针对铁路和民航运输，
将加强重庆西站接驳运输组织和运
力调度，落实“列车不到站，公交不收
班”原则，加强重庆西站、北站、机场
等地夜间重点时段运力供给；针对两
江游、三峡豪华游售票情况，将科学
调配运力，严格实名售票、实名查验，
严禁船舶超载和欺诈行为。

国庆期间，全市将投入班车运力
1.9万辆，主城区储备应急运力300
辆；投入巡游出租汽车2.4万辆，其中
主城区1.5万辆，远郊区县0.9万辆；
投入公交车 1.4 万辆，其中主城区
9200辆，远郊区县4800辆；投入客运
船舶420艘。

迎八方游客 重庆准备好了吗
——我市开展国庆节前暗访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 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市自来水公司、重庆燃气集团了
解到，国庆期间我市水电气供应充足，
广大市民可放心使用。

今年国庆期间，预测重庆电网最高
负荷约11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9.1％。
国庆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提前组
织人手，通过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
了线路特巡，保障国庆安全可靠供电。

同时，该公司精心做好全网电力
电量平衡和有序调度。为做好重要客
户、重要场所供电保障，国网重庆电力
提前梳理各级党政机关、交通枢纽、旅
游景点、商圈广场等重要客户700余

户，出动1038人次开展专项特巡，对
发现的212处安全隐患逐户整改。

长假期间，该公司将每天调配上
百名应急人员对主城区大型商圈、景
点进行重点监控，确保遇到突发情况
能够及时响应。

市自来水公司在国庆节前，已从供
水科学调度、水质保障、管网监控，应急
抢修等多方面做好了准备。该公司专

门组织技术人员，对各种供水设备设施
进行了全面检修；对难以预见的突发性
设备故障，也制定了相应应急措施。同
时，水质检测人员在做好常规检测基础
上，加强了监测频率，确保自来水水质
从“源头”到“龙头”都达标。

节日期间，该公司将保证抢修热
线24小时畅通，随时接受用户的咨
询、投诉和供水抢修。

日前，重庆燃气集团特别组织开
展2019年度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
拟该公司头塘储配站因地震等多种
风险因素作用，造成储气球罐根部阀
门泄漏，燃气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积极开展应急处置。此举为筑牢
燃气安全供应防线、圆满完成国庆期
间天然气供应保障任务打下坚实基
础。

无人机巡检 综合应急演练

重庆保障国庆期间水电气充足供应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 28
日，在原重钢型钢厂旧址上打造的重
庆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重庆日报记
者前往打探，一进门就能嗅到一股厚
重的工业味儿。老厂区仍然保留着厂
房、车间和部分机器。与以前不同的
是，没有了钢花飞溅的喧嚣，有的是工
业文化的厚重。

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内最显眼的位
置，参观者可和“镇馆之宝”——1905
年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8000匹
马力双缸卧式蒸汽机亲密接触。

这台巨型蒸汽机尽管锈迹斑驳，
却是重钢早期工业设备的“活化石”。

71岁的原重钢型钢厂厂长胡廷
力提起“镇馆之宝”的来龙去脉，如数
家珍。他介绍，1906年，清朝洋务运
动末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锻造中国
钢铁工业，从英国谢菲尔德市引进了
这台机器，当时这台蒸汽机代表着世
界工业的最高水平。重钢的前身为汉
阳铁厂，而这台8000匹马力蒸汽机就
是汉阳铁厂的设备之一。

胡廷力说，1950年5月10日，重钢
工人用这台机器作动力，试制出新中
国第一根钢轨，用于新中国第一条铁
路——成渝铁路的建造。此后，这台重
器马不停蹄、不负众望，不断开发生产

新产品，实现了矿用槽帮钢系列化。
1985年，重钢型钢厂节能改造，

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这台蒸汽机作
为中国最后一台以蒸汽机作动力的轧
钢原动机停产下马，完成了历史使命。

据了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重庆工业博物馆于今日
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9月29日-12月28日为试运行
期，期间主展馆、钢魂馆、工业遗址公
园免费参观。试运行期结束后，由于
钢魂馆为遗址类博物馆，按例将收费
参观，具体收费标准及时间将提前在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官网公布。

试运行期间，市民参观博物馆实
行网络预约制。为保证最佳参观效
果，采取分时段预约。9∶00-13:00，
预约人数不超过3000人；13:00-17∶00，
预约人数不超过2000人。未预约市
民无法进入参观。

市民可以通过以下4种方式进行
预约。一是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官方
网站（www.2019cqim.com）；二是重庆
工业文化博览园微信公众号；三是大渡
口网（http://www.ddknews.gov.cn/）；
四是大渡口发布微信公众号。在填写
身份证号实名预约后，凭本人身份证或
预约二维码通过闸机入园参观。

重庆工业博物馆昨日开馆

“镇馆之宝”百岁蒸汽机彰显重庆工业厚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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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28
日上午，在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金山公交站场内，数十辆出租车组成
一个大大的“70”图案，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在这些出租车前挡风
玻璃右上角，都张贴着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

据了解，为营造浓厚喜庆氛围，
我市将为 15000 辆出租车张贴国
旗，并在“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的
1700辆出租车上开展为乘客送上一
句温馨祝福语、讲述一个创建好故

事、拍摄一张国庆合影照、同唱一首
爱国励志歌为内容的“四个一”主题
活动，传递尊重国旗、热爱祖国、砥砺
前行的正能量。

市运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
国庆期间火车站客流高峰集中，夜间
到站旅客多选择的士出行的特点，市
运管局将在国庆期间组织1500辆

“雷锋的士”进行疏运工作，满足群众
高质量出行需求。“从晚上8点到最
后一班列车到达为止，都会有‘雷锋
的士’在车站待客。”

喜迎国庆

重庆15000辆出租车张贴国旗

本报讯 （记者 白麟）十月金
秋菊正开，百花绽放齐满园。9月28
日，重庆第23届菊花艺术展在园博
园正式开展。本届菊花展包含4大
展区、10大活动，65天的精彩展示将
为市民游客国庆出游、赏花品菊提供
好去处。

作为我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的赏菊盛宴，本届菊花展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专门围绕“秋菊
庆华诞、百花献国庆”主题，采取
分片集中的布局形式布展，展出面
积约10万平方米，展出菊花25万
盆。

本届菊花展有不少亮点和看
点。其中，园博园主广场以一个巨型

主题花堆为中心，还精心打造了一条
巨大的彩虹桥。园博园艺术广场打
造了一条长达70余米的“菊龙彩凤”
呈现给游客。东入口广场打造了“童
话世界”版的菊花场景，包括花屋、花
树、动物、卡通人物等。中山园内，还
有400余种2000多盆的精品菊花和
直径长达30厘米的品种“菊花王”惊
艳亮相。

国庆期间，重庆园博园还精心准
备了以“祖国礼赞，情注园博”为主题
的10道文化大餐，包括国庆献礼迎
宾序、巴渝绝技展演、“唱响新时代”
歌舞大荟萃、“再现红色记忆”互动体
验活动、“祖国颂、园博情”书画民乐
赏析等。

第23届菊花艺术展亮相园博园

4大展区10大活动献礼新中国70华诞

9月28日，江北区海尔路金山公交站场内，62名出租车驾驶员携车排成
“70”的大字方阵，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记者 龙帆 摄

国庆节来临，重庆路面干净整洁。 （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丽)9月28日，
《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读者见面
会在解放碑重庆书城举行，编著者、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与现
场读者分享该书背后的故事。

《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用“革
故鼎新”“探索前行”“春风化雨”“沧
桑巨变”“时代新景”五个篇章、300
余张珍贵照片，从市民衣、食、住、行、
娱等几个维度还原了重庆各个重要
时期、重要节点的社会民生发展状
况，展现了70年间重庆人民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以及正在强起来的宏大
故事。目前该书已被列为重庆市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项目、
2019年重庆市政府出版资助项目。

“在书里不仅能看到重庆的发
展，还能找到自己曾经的生活痕迹。”
正在举行的重庆女性影像展策展人
戴伶说，重庆的历史与文化有很多的
解读方式，借助影像来理解的方式最

为直观，《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中
既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景图，也
能看到新千年第一位幸运儿在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降生的现场图。“书中
一位解放军战士与他‘爱车’的合影，
也让我联想到当年在文工团工作的
日子。”

“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
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周勇表
示，在《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编写
过程中，作者团队始终坚持紧紧围绕

“人民”这个中心，力求所选图片能真
正反映重庆人民70年来所经历的翻
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将国
家与重庆历史相结合，这是我们构筑
当代重庆史研究框架和讲好重庆故
事的尝试。”重庆市博物馆原常务副
馆长黄晓东说。西南政法大学博士
生导师蔡斐则表示：这本书是一部影
像历史的新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影像中国70年·重庆卷》读者见面会举行

300余张珍贵照片讲述重庆70年变迁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回眸丹
青——第三届“巴山蜀水”中国画名
家作品展暨中国画论坛活动在重庆
两江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70多幅川渝两
地名家的中国画作品，其中既有大气
磅礴的写意作品，又有浓墨重彩的工
笔画；既有画界前辈的精品，又有后
起之秀的力作。这些作品的内容既
有重大历史题材，又有对现实生活的
观照，较系统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巴渝中国画的发展历程、创作面貌
与艺术现状。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出
作品中不乏冯建吴、江友樵、苏葆桢等

名家的精品力作。据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展出的《浩气长存》是冯
建吴上世纪60年代所作，描绘了重
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渣滓洞监狱
旧址的风貌，刚健的线条、遒劲的笔
法，展现了其深厚的功力和浓郁的个
性色彩。江友樵的扇面《拟古山水》
奇崛高古,灵秀雄深，苏葆桢的扇面
《双清图》构图独具匠心，笔法潇洒。

“这些参展作品，人物山水各展
英姿，花鸟虫鱼俱显丰彩。让我们
看到几十位艺术家用画笔从不同的
角度讲述他们在70年间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充分显示了巴渝中国
画艺术的蓬勃生机。”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凌承纬
说。

“巴山蜀水”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开展

70多幅作品呈现巴渝中国画发展历程

9月28日，大渡口重庆工业博物馆，市民参观炼钢设
备。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崔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