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19日，重庆
2020城市管理一线职工新春慰问暨“发现重
庆之美”颁奖典礼举行。“重庆垃圾分类时尚
小区”“重庆最美社区游园”“重庆最美市街
节点绿化”“重庆城市管理创新范例”获奖名
单出炉，共计36个项目获奖。

为了发现城市之美，挖掘城市管理之
美，实现大城众管，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城市管理局、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指
导下，由市精神文明建设协会、市环境卫生
协会、重报都市传媒集团主办的“发现重庆
之美”活动于去年9月正式启动。

据了解，活动历时4个多月，吸引了350
万市民参与，1000多万人次点赞。活动期
间，城市管理部门、社会单位、企业、市民积
极参与。组委会一共收到报名项目700多
个，最终综合市民点赞数与专家评审，“重庆
垃圾分类时尚小区”“重庆最美社区游园”

“重庆最美市街节点绿化”“重庆城市管理创
新范例”四个奖项类别，评选出36个获奖项
目。

颁奖现场，南岸区、綦江区等区县代表分
享了城市管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南岸区论语公园被评为“重庆最美社区
游园”之一。该公园不仅是一座公共景观，
也是当地的文化地标，孔子像矗立在公园
里，石板和两旁的展板上摘选了《论语》中的
名言警句。“论语公园，不仅仅是居民休闲散
步的场所，还是儒家文化的传承地，市民可
以逛公园读论语，在轻松气氛中接受国学熏
陶。”南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綦江区“马路办公、马上办”和“4321工
作法”入选“重庆城市管理创新范例”。“马路
办公、马上办”指的是綦江区城市管理工作
发现问题在一线，研究问题在一线，解决问
题在一线；“4321工作法”即每周4天“马路
办公”，每次现场至少解决3个问题，重点难
点问题2天内有方案，每周开展1次督查。
目前，綦江区“马路办公”的城市管理办法效
果显著，已发现问题整改率达到98%以上。

■南岸区论语公园
■两江新区德隅园
■綦江区桥河公园
■江北区北滨路渝澳大桥下社区游园
■巴南区炒油场小游园

■大足区同心社区公园
■渝中区新都巷游园
■万盛经开区盛绣园
■渝北区金兰路游园
■沙坪坝区马鞍山社区公园

重庆最美社区游园获奖名单

“发现重庆之美”获奖名单

■两江新区金科东方雅郡小区
■九龙坡区钢球小区
■渝中区万科锦程小区
■南岸区南湖社区花园7村
■两江新区翠云花园小区

■綦江区千山半岛国际小区
■渝北区青麓雅苑小区
■石柱县财信城
■万盛经开区嘉禾苑
■万州区财贸广场小区

重庆垃圾分类时尚小区获奖名单

■綦江区“马路办公·马上办”和
“4321”工作法
■巴南区紫薇花期延长技术
■渝北区探索低成本、高“颜值”的
城市人行道品质提升实践

■渝中区“五长+三级书记”马路办
公城市治理新模式
■重庆市“两江四岸”景观照明“一
把闸刀”集中控制
■丰都县城市管理“火眼金睛”微信群

重庆城市管理创新范例获奖名单

“发现重庆之美”颁奖典礼举行
“最美社区游园”“最美市街节点绿化”“重庆城市管理创新范例”“垃圾分类时尚小区”获奖名单出炉

南岸区呼归石花阶节点绿化。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綦江区桥河公园。 万盛经开区盛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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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19
日，为了更好服务春运，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重庆西站城市候机楼、重庆火
车站机场候车室正式投入运营，重庆

“空铁联运”新模式正式上线。
今年春运期间，重庆机场集团、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车站、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三方携
手合作，分别在重庆西站、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打造市内第一座“空铁联
运”城市候机楼和全国首个机场火车
站专属候车室，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
便捷的联程运输中转出行服务。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
位于重庆西站出站口，旅客下高铁后
即可在城市候机楼享受登机牌办理、
行李托运、航班查询、机场专线接驳
等便捷服务。目前，行李托运业务适

用于国内航班，除国航、西藏航空、山
东航空、深圳航空、春秋航空、九元航
空、西部航空等航空公司暂时无法完
成行李托运外，其余航空公司的旅客
均可在城市候机楼办理行李托运。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国
内到达出口处也相应设置了重庆火
车站机场候车室，旅客可享受火车票
自助售取票、列车班次查询、VIP进

站候车预约等服务，候车室还有免费
茶水、WiFi供应。

重庆机场与火车站之间开通了
多种交通接驳方式。旅客除了可选
择每小时定班发车，票价20元/人的
机场快线K06大巴外，还可以选择乘
坐票价35元/人的4座、7座两种商务
汽车，等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
即到即走，快捷方便。

火车站可值机 机场可买火车票

重庆“空铁联运”方便旅客换乘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19
日，重庆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春节
期间，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文创
体验馆将开门迎客。同时，李子坝站
所在商住楼外立面已完成改造，换上

“新装”。
重庆轨道集团围绕“轨道+文旅”

概念，积极建设“重庆轨道”品牌，在
李子坝站打造重庆轨道交通首个游
客服务中心暨李子坝文创体验馆。

该馆由李子坝站所在商住楼1层
三间临街铺面构成，总面积约500平
方米，设置了11个区域，包括“互动体
验电子屏”“轨道车厢打卡区”等区
域。

特别是馆里不仅有轨道交通文创
产品，还展示了不少重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品，游客在体验馆里不仅能看到

“单轨列车穿楼而过”景象，还可以了解
到重庆巴渝文化、轨道交通文化、非物
质遗产文化。

首批亮相的文创产品包括轨道
交通车模、书签、布艺、明信片、文房
四宝、轨道交通纪念票卡等每一件文
创产品均经过精心设计，不少产品是
与知名品牌合作推出的联名款，游客
可以选购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

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换新装
文创体验馆春节期间将开门迎客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市民和
游客请注意了，春节期间，长江索道、
凯旋路电梯、两路口皇冠大扶梯营运
时间有所调整。1月19日，重庆市客
运索道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长江索
道、凯旋路电梯和两路口皇冠大扶梯，
1月24日（除夕）将于19时收班，25日
（初一）8∶30开班，其它营运时间不变。

长江索道景区，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

运营时间为7∶30-22∶30;每年11月
1日至2月底营运时间为7∶30-21∶30。
国家法定节日均为22:30收班。游客
可通过关注“重庆索道公司”微信公众

号提前购票，减少等候时间。
两路口皇冠大扶梯，是目前国内

最长（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
自动扶梯，垂直提升高度52.7米，平

时营运时间为6∶45-22∶00。凯旋路
电梯是国内首次将室内电梯用于城
市公共交通的客运电梯，平时营运时
间为7∶00-22∶00。

春节期间

长江索道、凯旋路电梯、两路口皇冠大扶梯营运时间有变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春节即将到来，市民对年货和
各种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迎
来了高峰期，市场供应情况怎么样？

1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多家商超和一些展会了解到，目前
重庆市场上各类商品种类丰富，商
家备货充足，市民可多渠道购买到
国内外的年货和生活必需品。

年货市场供应充足

在位于江北区南桥寺的永辉生
活广场店、新世纪超市南桥寺店等
超市，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肉类、礼
盒、海鲜和烟酒等商品琳琅满目，数
量明显比平时多了不少。

重庆永辉超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重庆永辉超市大力实施农
超对接，进一步提升了粮油、肉、蔬
菜、蛋、奶等民生商品的采购量和商
品库存量。同时，还利用永辉超市
全国采购资源和销售体系，实现货
物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丰富了市民
的“菜篮子”。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期，市商务委及时组织大型市级保
供企业分赴农产品产地签订产销合
作协议，加大调运力度、提前备足货
源，满足市民的春节消费需求。目
前，全市粮、油、肉、菜、水果和水产
品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稳定、供
应充足，全市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
货丰价稳、运行有序的良好态势。

每天千余吨外地猪肉进入重庆

每到春节前夕，居民对猪肉等
肉类的消费需求都会大幅度增加，
肉类食品价格也会有一定幅度的上
涨。尤其是今年，受2019年下半年

以来猪肉价格出现较大涨幅的影
响，春节前猪肉价格更面临不小的
上涨压力。

针对这种情况，市商务委近期组
织大型屠宰、购销企业每天从湖北、
云南等地购进生猪及白条猪肉千余
吨供应重庆市场，保障节日供应。

不仅如此，从去年12月22日
开始，我市还启动了政府储备冻猪
肉投放。截至1月15日，全市累计
投放储备猪肉526吨。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政
府储备冻猪肉的投放，外地大量猪
肉进入重庆，有效增加了本地猪肉
市场供给，稳定了市场预期，缓解了
猪肉价格上涨压力。

商超、展会扎堆卖进口年货

今年春节前夕，进口年货在商
超、展会扎堆卖也是一大亮点。

譬如，在盒马重庆财富中心店，
以智利车厘子、猫山王榴莲为代表
的进口水果，以帝王蟹和波士顿龙
虾等为代表的进口大海鲜，以来自
西班牙的猪五花、丹麦的猪肋排、德
国的猪蹄为代表的进口肉制品，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眼球。

在永辉生活广场店和沃尔玛购
物广场冉家坝店等商超卖场，也有
不少进口商品，其中包括葡萄酒、海
鲜、饼干和厨具等。

正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第14届重庆年货购物节”，也为市
民带来了丰富的进口年货。记者在
现场了解到，这里有法国波尔多葡
萄酒、丹麦嘉士伯和苏格兰威士忌
等名酒，也有来自澳大利亚和俄罗
斯的巧克力、德国的厨具、蒙古的驼
绒等。在1月22日本届年货购物
节结束前，市民可前往现场选购。

年货种类丰富 商家备货充足
——打探重庆节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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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呼归石花阶节点绿化
■渝北区空港广场节点绿化
■石柱县万寿大道芭蕉路口至法院
段滑坡节点立体绿化
■渝中区上清寺转盘节点绿化
■沙坪坝区双碑隧道节点绿化

■綦江区九龙鲜花大道节点绿化
■九龙坡区奥韵路节点绿化
■江北区大剧院周边节点绿化
■万盛经开区高速路口转盘节点
绿化
■秀山县花灯大道景观环岛节点绿化

重庆最美市街节点绿化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