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市气象台
11月24日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大部
地区仍将持续阴雨天气，全市最高气
温在13℃以下，部分高海拔地区将有
可能有飘雪。

24日，重庆大部地区以阴天有小
雨天气为主，中东部局地达中雨，截至
当日16时，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
11-19℃之间，气温最高的奉节为
18.5℃，主城区最高气温仅13.6℃。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市最
低温度仅 2℃，主城区最低温只有

8℃，市民要注意添加衣物。
24日夜间，各地小雨到中雨，海拔

8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山口
河谷地区伴有4-6级阵风；25日白天，
中东部部分地区小雨，其余地区阴
天。大部分地区气温5～12℃，城口及
东南部2～11℃。主城区小雨转阴天，
气温8～11℃。

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偏南地区
小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海拔
8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大
部分地区气温5～12℃，城口及东南部

3～7℃。主城区阴天有零星小雨，气
温9～11℃。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偏南和东
北部地区小雨转阴天，其余地区阴
天。大部分地区气温6～13℃，城口及
东南部4～9℃。主城区零星小雨转阴
天，气温9～12℃。

未来三天阴雨继续
部分高海拔地区有可能飘雪

▶11 月 24 日，江北区五里店街
道，市民将孩子裹在怀中外出。当日，
我市主城出现明显降温。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京东获悉，京东电器
超级体验店重庆店开业10多天来，其销
售业绩与客流量节节上升，高端产品热
卖成为最大亮点，消费升级的行业大趋
势得到体现。

据了解，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建筑
面积近5万平方米，足有7个足球场大
小。消费者对该店特有的沉浸式体验赞
不绝口，其中大部分消费者在对心仪的
商品充分体验后当即扫码下单。比如一
款单价超过8万元的三星85英寸8K电

视，在开业一周内就售出一台，单价超
过1万元的火星人集成灶一周内成交
近百台，上万元的大疆无人机更是卖到
断货……

除了亮眼的销售数据以外，京东超
级体验店特有的沉浸式体验模式更是让
重庆消费者耳目一新。在摄照体验区
域，众多重庆摄影爱好者争相体验价值
6万元的徕卡数码相机。游戏对战区累
计共接待上千名游戏玩家，DIY电脑区
也有超过2000名消费者前来咨询和体
验；有着私人定制影院之称的全景声厅
常常座无虚席；中国电信的5G体验区，
至今已有约3500人次到店体验5G网
络……

京东方面表示，作为“重庆科技新地
标”，京东超级体验店的沉浸式体验场
景，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商品特性的同时，
也大大激发了他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一
定程度解决了高端电器商品以及尚未大
范围普及的行业新品、专业产品缺乏体
验环境的行业痛点。

京东超级体验店走红重庆
沉浸式互动体验带动电器消费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23
日，市健康教育所举行第四届“青年爱
不艾”防艾宣教活动。活动现场，高校
学生的精彩演讲和防艾宣传计划吸引
了众多市民驻足。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
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联合
发布的《2018年第2季度全国艾滋病
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
30 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
（HIV）感染者／AIDS 病人 820756
例，报告死亡253031例。

“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呈上升趋
势，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发人
群。”市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人说，从
2016年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教委
组织开展了“青年爱不艾”高校社团参
与艾滋病防治宣教活动，通过政府+社
会组织+高校社团合作的形式，让高校

青年关注和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提升
自我保护意识。该项目开展以来累计
举行防艾宣教讲座70余场，发放问卷
9000余份，线下活动500余场，推送防
艾活动相关文章300余篇，覆盖高校青
年33万多人次。

今年，“青年爱不艾”活动以“1+X”
为核心，“1”即由项目主办方制定的

“青年爱不艾主题手抄报/黑板报”；
“X”为各社团及组织自主创新、结合团
队优势开展的系列活动，共收到来自市
内28所高校、49个社团和5个社会组
织的54份项目申报书。经专家组评审
后，从中优选出多个项目开展第四届

“青年爱不艾”防艾宣教活动。“今年参
加宣教活动的社团数量较去年增加了
41.6%，说明我们这个活动的参与度也
越来越广泛。”市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
人说。

我市开展第四届“青年爱不艾”防艾宣教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1月24
日上午，2019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
赛——重庆黔江站（国际赛）暨年度总
决赛在黔江区鸣枪开跑。

本次比赛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为主题，是黔江区继 2017 年、
2018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后，第三次
举办山地马拉松大型赛事。共吸引了
来自巴基斯坦、法国、德国、奥地利、比
利时、埃塞俄比亚、蒙古国、美国、英国、
加拿大等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及来自
全国30个省区市的3000余名运动员。

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
分42公里个人赛、23公里个人赛、10
公里群众健身赛三个项目进行比赛。
今年赛道仍然沿用前两届比赛线路，包
括土路、机耕道、石板路、公路、河堤、桥
涵等多样路况。选手们从垂直落差达
500米的峡谷出发，翻山越岭、向山而
跑、向上而行。23公里个人赛累计爬
升高度720米，42公里个人赛累计爬
升高度1218米，赛道设置呈梯次爬升
之态，充分体现“向山而跑·非凡之路”
山地户外运动特色和马拉松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4
日，2019重庆·大足环龙水湖国际半程
马拉松赛（以下简称环龙水湖国际半
马）在龙水湖旅游度假区举行，吸引了
来自中国、美国、肯尼亚等22个国家和
地区的1万余名选手冒着细雨奔跑，最
终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了男女半程组
冠军。

环龙水湖国际半马由中国田径协
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
政府主办，共设置了半程、10公里、迷
你、亲子四个组别。“本届赛事原计划半
程组限报2000人，10公里限报1500
人，迷你、亲子5公里限报4000人。因
报名持续火爆，最后又增加了2500个
名额来满足跑友的需求。”赛事主办方
有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当
天下着小雨，但却没有影响跑者的兴
致，特别是参加5公里迷你、亲子组的

选手更是一边比赛一边欣赏龙水湖的
美景。“这次我带着孩子和爱人、还约了
几个朋友一起来参赛，5公里的赛道对
我们来说难度适中，跑完步后还准备去
泡个温泉，运动养生两不误！”来自渝北
的跑友杨佳说。

相比于迷你、亲子组的轻松，专业
组的选手们则在赛道上你争我赶，展开
激烈的角逐。最终，两名来自埃塞俄比
亚的选手凭借出众的实力，把男、女半
程组冠军揽入怀中。

“自2016年创办以来，环龙水湖国
际半马已成为重庆体育的一项盛事。
去年该赛事更是荣膺中国田协‘铜牌
赛事’‘自然生态特色赛事’两项殊荣。”
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计划，
2020年环龙水湖国际半马将于2020
年3月29日举行，比赛规模可能会进
一步扩大，赛道、奖牌设计等也会进行
提档升级。

大足环龙水湖国际半程马拉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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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重庆店现
场人头攒动。 记者 张亦筑 摄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西南证券三项举措助力我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为落实重庆市《全面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行动
计划》，加快推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近日西南证券提出全面参与开放
平台建设等三大举措，积极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助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近年来，西南证券立足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本源定位，在证券行业双
向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按照

“坚持战略引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统筹推进”的原
则，持续推进国际化发展，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

立足境内外业务布局
全面参与开放平台建设
“我们将在服务国家战略、重庆地

方发展、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实
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主动和有力的

作用，积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
资银行。”西南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先，西南证券将立足境内外业务布
局全面参与开放平台建设。主要是继
续以香港子公司西证国际为境外业务
的窗口和支点，进一步提升其在对外
业务拓展中的重要地位，做精做强香
港子公司，为其发展提供资本补充支
持。今年以来，西证国际成功实施供
股、发行永续债和美元债，合计融入资
金约23.1亿港元。

同时西南证券将积极参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推动重
庆及西部企业赴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发行债券和房地产信托、开展跨境并
购等，并逐步向其他东南亚经济热点
地区进行业务辐射；紧密结合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逐步通过项目落地的方
式，探索与欧洲、日本、美国、澳洲等地

区的业务合作；探索“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资产证券化服务，通过资产证
券化的方式盘活“一带一路”建设投
资，降低项目融资成本；持续丰富与重
要跨境金融机构的合作数量，扩大合
作范围，进一步提升公司跨境业务能
力和水平。

丰富境内外融资渠道
提高资本和产业效率
为了更好地为在“一带一路”沿线

开展业务的企业和机构提供投融资服
务，西南证券正积极申请 QFLP、
QDIE等跨境投资业务资格，进一步
开展双向的跨境投资管理服务；通过
私募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业务，吸引
境内外资金流入重庆，支持各类企业
发展；帮助境内外企业跨境融资，通过
跨境IPO、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

行、资产证券化等，丰富企业境内外融
资渠道；加强与境内外资产管理和财
富管理机构的合作，从投资、研究等方
面提升公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水
平，同时重点关注东南亚、欧洲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机会，
实现居民和企业财富的保值增值。

同时，西南证券还将持续为各类
企业提供优质的研究咨询等服务，帮
助客户进一步了解境内外市场、经济
及产业动向，提高企业资本运作和产
业扩张效率。

近年来，西证国际先后为中金公
司港股IPO、重庆银行H股增发和优
先股发行、郑州银行优先股发行、民生
教育港股IPO、庆达发展收购勒达集
团等提供跨境服务。截至目前，已为
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的4家企业
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提供独家保荐人服

务。按独立保荐项目数量计，在香港
中资投行中位列第二位，西证国际已
成为香港资本市场中资投行中非常活
跃的一员。

全方位推进经营国际化
打造一流现代投资银行
西南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更

加高效地支持公司跨境业务的开展，
持续提升经营效率，西南证券将全方
位提升公司国际化经营水平，具体包
括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科学决策水
平，构建适合国际化经营的治理机制，
不断加强公司国际化资本运作水平和
跨境投资管理水平，培育国际化经营
管理人才，提升国际化经营的合规与
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打造公司综合化、
专业化、国际化经营的品牌形象和品
牌影响力等。

近年来，西南证券不断夯实内功，
开拓进取，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126%。

未来，西南证券将继续以客户为
中心，通过强化资本中介功能以及在
资本市场的专业优势，对内坚持创新
发展，大力推动业务的转型升级和产
品服务的创新，进一步完善综合金融
服务模式，切实提高自身实力水平，
盘活资本市场存量资产、引入增量资
产；对外，牢牢把握“一带一路”、陆海
新通道、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中
新（重庆）互联互通等重要战略发展
机遇，加强与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合作，高效统筹协调国内国
际市场，力争早日成为“具备一流的
创新意识、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现
代投资银行”。

丁小玲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农膜是
除了种子、农药、化肥后第四大农业生
产资料，但农膜的广泛使用也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农田里的白色污染。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从全市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市已在14
个区县进行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到
2021年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将覆盖全
市所有涉农区县。

农用地膜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抗旱
节水、增温、保墒、增产的作用，近年来
随着农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广泛推
广应用，我市地膜使用量日益增大。但
部分农民对农膜残留在土壤中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大量废膜遗留在田间地
头，造成了农田的白色污染。废弃农膜
回收利用工程不但是污染防治、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
重要工作，也是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

在重庆，废弃农膜回收工作由市供

销总社牵头实施，市供销总社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按照“村、乡镇（街道）回收
转运—区县集中分拣贮运—区域性加
工”模式，已建设乡镇（街道）回收网点
820个，覆盖了全市80%的涉农乡镇（街
道），截至今年10月底，我市已回收废弃
农膜8782吨，完成全年任务的110%。

除了农膜回收利用外，今年我市还
在沙坪坝、渝北、綦江、江津、梁平等14

个区县开展了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探
索从源头上解决农用地膜残留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日前在位于綦江区篆塘
镇朱滩村的綦江区可降解地膜试验基
地看到，这里使用的地膜外观上和普通
地膜并无差异，但手感上无塑料制品的
拉扯感，具有纸张的脆性。据了解，这
种地膜的原料为木薯或玉米淀粉，其降
解原理是，可通过土壤微生物降解形成

二氧化碳和水，因此无需回收。
我市将继续扩大可降解地膜试点

示范范围，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涉农区
县全覆盖。此外，到2020年，我市农膜
回收要实现全市乡镇全覆盖，回收率达
80%，形成乡镇村回收转运、区县集中
分解储运、区域加工利用的模式，构建
销售回收利用一体的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体系。

重庆14个区县试点可降解地膜
2021年全市将实现涉农区县可降解地膜试点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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