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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日，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
花卉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城市花博
会”）不仅吸引数万名游客观展，赢得
市民好口碑，前来参会的花卉园艺专
家、参展区县及参展花卉企业负责人
等多方人士，也都对本届花博会予以
一致好评。

园艺专家：
花博会融合度高、参与性强

“我参观过很多花卉博览会，这
次重庆举办的城市花博会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花
卉盆景赏石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盆
景协会联盟常务副主任唐森林表示，
他最大感受是“融合”，会场展示搭配
巧妙——本届城市花博会以江北嘴
作为展场，呈现出花卉展览与城市景
致、自然山水的完全融合。

唐森林的第二个感受是“参与”。
他表示，举办花卉展会的目的，就是要
让更多市民，让更多“外行”能够广泛
参与、互动。此次与城市花博会同期
举行的重庆首届全国盆景邀请展，邀
请了国内多个省市精心选送代表其地
方特色的高质量、高水平盆景前来参
展，让游客同时欣赏到不同地域的盆
景艺术风采，现场人气很高。

他表示，举办城市花博会，为热爱
绿色生活的市民提供了可以集中欣赏
各地花卉、园林、园艺艺术的机会，同
时树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本，
很有意义。

参展区县：
花博会提供交流平台

本届城市花博会上多种精品花卉
云集，让不少参展区县的工作人员大
呼过瘾。他们表示，城市花博会为各
区县提供了交流平台，他们将把现场
学到的经验技巧融入今后园林绿化建
设工作中，助推本地城市品质提升。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他和同事们不仅从本届城市花博会上
学习到传统园林艺术技巧，还感受到
现代园艺艺术的风采，领略了国外花
卉展示风格。接下来，南岸区将借鉴
多方经验，高品质推进全区的城市品
质提升工作。

渝中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说，本
届城市花博会注重把花卉与城市发
展、景观需求、艺术形式相结合，呈现
出精美的“视觉盛宴”。渝中区将继
续坚持把城市元素和人文特色相互
融合，以自然绿色为根基，以文化艺
术为载体，创造宜居宜游宜业的城市
环境。

“城市花博会是我们向其他区县
和兄弟城市学习园艺设计、植物搭配
的有效途径。”垫江县城市管理局负
责人表示，城市花博会上，各参展单
位都“秀出”最有特色、最有创造力的
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垫

江将学习借鉴这些经验，继续发展好
“花经济”。

参展企业：
花博会推动城市“添绿”

“城市花博会将有效推动全社会
为城市‘添绿’。”本届城市花博会参展
企业之一、众和花卉公司总经理冯书
云表示，要创造高品质生活，离不开绿
色点缀。而城市花博会的重要意义之
一，就是搭建了让更多市民接触花艺、
园艺的平台，将激发市民对花草的潜
在消费需求，增强为家庭添绿、为城市

添绿的意识。
在本届城市花博会上，包括宏帆

望海花都、熊婆婆的花园等在内的大
型花卉企业，总共组织了上百家花商
参展，不少花商还在展场为观众普及
花艺、园艺、插花知识。

“我们希望通过花博会，进一步促
进重庆花卉市场消费，营造产业良好氛
围，助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宏帆望海
花都负责人卢康表示，创造高品质生活
需要有更多绿色，城市花博会作为重
庆和兄弟省市交流合作、相互借鉴的
平台，既是提高城市生态品质的契机，
也将为花卉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花博会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本
——多方人士点赞城市花博会

本报记者 夏元

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
览会举办以来，大量市民“打卡”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游园赏花，欢声笑语不断。

市民的热情点燃了重庆花卉产
业，城市花博会也成了行业间交流的
平台。“植物传奇·国际花卉园”中的多
家外国企业，“乡愁花园”中以花为媒
的乡村振兴项目，以及“花享市集”中
的本地花卉商户，彼此之间展开对话，
分享经验。重庆花卉产业也在这场艺
术盛宴中悄然“绽放”。

花卉企业有意落户重庆

“植物传奇·国际花卉园”在本届
城市花博会中可谓是“异常火爆”，这
里面聚集了瑞士先正达集团、美国保
尔园艺集团、日本泷井种苗株式会社、
日本坂田种苗株式会社、德国班纳利

花卉种子公司、荷兰阿玛达公司等世
界花卉名企选送的200多种珍稀花
卉，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全世界
的奇花异草。

“市民的热情也触动了花卉企业，
对于重庆的市场前景，企业不愿错过。”

“植物传奇·国际花卉园”总设计师朱
庆表示，不少企业看中了重庆这座城
市的包容性及政府对花卉产业的大力
支持，有意在城市花博会后落户重庆。

“国际企业将给重庆花卉业带来新
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朱庆说，国际
花卉企业在花卉研发培育、生产销售方
面经验丰富，能帮助提高本地花卉产业
的科技含量，提高行业的经济效益。

“以花为媒”助推乡村振兴

在“乡愁花园”展区的云林天乡景

点，前来参观的市民似乎能闻到“花果
飘香”。作为此次参展的乡村振兴项
目，云林天乡吸引了不少眼球，也迎来
了商机。

“云林天乡是巴南区打造乡村振
兴的示范点，以花木为主要产业，为周
围的居民带来收益。”优荣农业总经理
周林笋介绍说，从2014年至今，云林
天乡风景区打造了约50家农家乐，每
年为当地百姓增收近8000万元。

“城市花博会后，当地的旅游还要
火，村民的收入会再上一个台阶。”周
林笋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不断有市民
打电话咨询云林天乡的位置，云林天
乡有望成为重庆又一个热门赏花地。

打响本地花企品牌

本届城市花博会上，除了大剧院

中央展示区以外，位于江北嘴中央公
园的花样消费体验区同样人山人海。
重庆的花商花企在此“摆摊”，各式花
卉产品让人应接不暇，颇受市民青睐。

宏帆望海花都是本地大型的花卉
交易市场，在城市花博会上也展示了
盆景、花鸟虫鱼等艺术品。

“望海花都是重庆有名的花卉产
业园，在城市花博会上这个品牌叫得
更响。”公司负责人安大海称，除了有
市民来看热闹，也有花商前来洽谈入
驻望海花都。

“今年是第二次参展，去年只展
出，今年既展又卖，我们非常看好今年
的销量。”众和花卉总经理冯书云告诉
记者，本届城市花博会客流量更大，也
更愿意消费花卉，销售额应该比去年
高。

贝拉花艺也是第二次参展，除了
带来15种展品外，还现场举办了花艺
培训活动，吸引市民前来体验。“越来
越多的市民了解我们公司了，可以说
贝拉花艺在城市花博会上‘一炮打
响’。”该公司负责人何可表示，贝拉花
艺既赚了钱，又赚了吆喝。

城市花博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

重庆花卉产业悄然“绽放”
本报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 月 5
日，市文化旅游委、南岸区政府举行新
闻发布会，2019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
将于11月10日-15日在南岸区召开，
届时全球约400名旅行商将来渝采买、
体验、洽谈重庆优质文旅产品。

本届旅行商大会由市文化旅游委、
南岸区政府共同主办，是重庆全力打造
旅游业发展升级版的重要举措，旨在进
一步推动重庆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提高
重庆旅游的国际化水平，树立重庆“国
际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

大会从日程设计、组织形式上都紧
紧围绕“入境旅游”这一主题，突出搭平
台、展形象、促合作。截至目前，共邀请
到约400名境内外旅行商、嘉宾出席会
议。他们来自英国、意大利、日本、韩
国、肯尼亚、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伊朗等近30
个国家和地区。

“与去年重庆首届全球旅行商大
会相比，今年的大会将呈现三大亮
点。”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委副主
任秦定波表示，首先是“政策+推
广”，大会将重点围绕入境游宣传推
广，依托集中推介、项目签约、旅游
洽谈等环节，集中展示重庆近年来
取得的文化旅游发展新成果、新亮
点；在去年发布一揽子入境旅游市
场鼓励政策的基础上，今年对原有
奖励政策进行了修改完善，重点推
出外国人 144 小时过境免办签证等
政策，以及在去年成立 10个境外推
广中心的基础上，今年又将成立7个

重庆文化旅游境外推广中心，进一
步加快重庆旅游“走出去、请进来”
步伐，促进更加广泛的国际文化旅
游交流合作。

其次是“展会+洽谈”，突出市场
主体，提高大会的市场化运作水平。
大会期间，将同步召开2019重庆国际
旅游交易会，目前已吸引到奥地利、肯
尼亚、印度等近10个国家，以及贵州、
云南等国内省市企业参展。同时将组
织全市旅行社、景区、邮轮、温泉等企
业与参会全球旅行商，进行“一对一”
的商务洽谈，力争促成更深入、更广泛
的企业合作。将组织部分境外旅行商
探讨重庆旅游如何进一步拓展入境旅
游市场。

同时，大会还将组织开展10余个
重庆入境旅游合作项目签约，包括市、
区两级文化旅游部门与境外旅游机构，
市内旅游企业与境外旅游企业，市级文
化院馆与境外著名文化院馆等。

最后是“体验+智慧”，充分展示重
庆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和良好形象。
大会不仅将集中推出重庆文化旅游“五
张牌”产品，会前还将安排参会旅行商
考察踩线，行程涵盖山城都市、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长江三峡等重庆文化旅
游精品。

此外，本届大会还将借助智慧旅游
的应用和5G智能旅游体验，在会议翻
译、实地踩线、集中推介、景区介绍、接
待服务等各环节、各方面采用人工智能
设备和自助服务，以智能化的手段全方
位展示重庆文旅特色。

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将在南岸召开
全球约400名旅行商来渝“买买买”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周尤）拿
起实验台上的量杯、器皿，身穿检验服
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工
黄沛，很快完成对饮用水软硬度的测试，
裁判组一致给了高分……11月5日，全
市水务行业“绿水青山杯”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在市自来水公司开幕，全市28支供
排水企业代表队的169名水务工作者，
将进行为期3天的技能“比武”。

本次竞赛由市化医农林水利工会
主办，重庆水务集团承办，竞赛设自来
水生产工、污水处理工、自来水检测工、

污水化验检测工4个工种的技能比拼
项目，各工种参赛选手需先后参加理论
考试和实作考试两部分，并由水务行业
专家组成的裁判组全程监督，进行现场
评分。

重庆水务集团表示，此次竞赛活动
在全市水务行业尚属首次，吸引了全市
多家水务企业的工作人员踊跃报名参
赛。竞赛设有团体奖及个人奖等若干
奖项，凡获得各工种竞赛第一名且年龄
在40岁以下的选手，将被授予“重庆水
务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全市水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开幕

169名水务工作者现场“比武”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 月 5
日，备受瞩目的巴南区龙洲湾隧道工
程正式建成通车。作为巴南城市品
质提升行动计划的重点交通设施项
目，该隧道的建成通车，在重庆主城
最南边形成了一条连接铜锣山两翼
的东西向干道，打通了主城向南拓展
的关键节点。

龙洲湾隧道工程是主城区快速路
五横线的重要节点工程，自西向东下穿
渝南大道，以隧道形式穿越铜锣山，与
渝黔高速公路设置互通立交，东止于南
彭物流基地东城大道。工程主线全长
8000米，其中包含隧道3座，分别为龙
洲湾隧道925米、新玉隧道1785米、南
彭隧道1140米；立交共4座，分别为龙
洲湾立交、红炉立交、界石立交、公平立
交；另有龙洲湾大桥1座、龙苑下穿道1
座。

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40亿元，道
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为60
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渝南大道以西
段标准路幅宽度为44米，东侧南彭物
流基地标准路幅宽度为40米。“它是巴
南历史上单笔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巴南区一负责人说，巴南过去的城区西
有长江限制，东有铜锣山阻隔，南有云
篆山阻挡，只能在长江与铜锣山之间的

狭长地块上发展，最终形成鱼洞、龙洲
湾、花溪、李家沱等南北连片发展的狭
长城区格局。

重庆内环快速路、绕城高速公路通
车后，巴南区一面向东突破铜锣山，在
铜锣山与樵坪山之间的鹿角、界石、南
彭等槽谷地带发展南部新城；一面向南
拓展，在铜锣山与云篆山兴建重庆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城，形成以铜锣山为轴心
的两翼发展格局。

龙洲湾隧道项目起于重庆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城，止于重庆公路物流
基地，它的建成通车，一方面能够解
决铜锣山两翼路网密度不够、道路标
准不高、系统性不强、布局不尽合理
的客观问题；另一方面也将显著加强
铜锣山两侧的重庆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城与南部新城的联系，实现十大片
区之一的龙洲湾滨江片区、全国最大
的云计算教育产业园、中国西部职教
高地，以及与 21个大型集聚区之一
的鹿角片区、国家级公路物流基地相
互融合，推动铜锣山两翼经济协调发
展。

今后，通过龙洲湾隧道，从巴南区
龙洲湾到南彭物流基地的车程将由原
来的30分钟缩短为10分钟；从鱼洞开
车到茶园只需15分钟左右。

巴南龙洲湾隧道正式建成通车
打通主城向南拓展的关键节点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1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九龙坡区2019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开幕式上获悉，该区“黄桷讲苑”获评
2019年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居
民王素芳、童正夫荣获2019年全国“百
姓学习之星”。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是九龙坡区
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途
径，整个活动承接历史传统，延续城市
文脉，对接时代需求，推动多元学习，
深受辖区百姓喜爱、街镇支持。去年，
九龙坡区居民终身教育体系不断完
善，村居社区教育学习点覆盖率达
90%以上，多个单位及个人获国家级、
市级“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百姓学习
之星”。

此次荣获2019年全国“终身学习
活动品牌”的“黄桷讲苑”，由黄桷坪街
道社区学校历时多年打造，构建了一个
区域化社区教育联盟，打造了一支社区
教育本土专家队伍，建立了一个“1+9+
X”体制内外联合的教育基地。每年，

“黄桷讲苑”都会结合群众需求打造特

色文化课堂，推出艺术赏析、科普知识、
舞蹈创作、国学诵读等10大类22门课
程，开展专家讲学、居家自学、到家送学
等活动100余次、惠及群众6000余人
次。

而此次获评2019年全国“百姓学
习之星”的两位九龙坡区居民，分别是
杨家坪街道社区学校推荐的王素芳及
西彭镇社区学校推荐的童正夫。其
中，王素芳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退休
后致力于社区服务，她勤学肯干、善于
钻研，铸就了人人称赞的“王孃孃”品
牌效应。童正夫则在36年里一直坚
持音乐梦想，自费出资创建“巴人乐
团”，带动了一批音乐爱好者走上了畅
享音乐之路，并长期坚持免费把文艺
展演送到千家万户。

此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后，
该区将持续开展社区居民专项技能培
训，幼儿园、保育员等送教进社区，优秀
传统文化进社区等系列活动，并结合建
设学习型社会创建工作开设学习培训
课程，评选表彰一批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先进集体和个人。

九龙坡“黄桷讲苑”获评
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牌

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大楼即将建成。
作为我市重大民生实事工程，目前该院基础建设基本完成，装修工程也进入收尾
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底开诊。据介绍，为方便群众就医，该院一期将开放床位1000
张，设有47部电梯。同时，将启动“主诊医师负责制”，由一位主诊医师率领若干名
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组成的医疗小组全权负责对病人入院后的全过程诊疗工作，
让病人看病更加便捷。

记者 崔力 摄

市人民医院年底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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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们精心选购心仪的花卉、植物。（花博会组委会供图） 市民正在用手机记录花卉美景。 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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