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重庆耍事多
“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内多个景区和区县获悉，针对
目前旅游市场新需求，各景区和区县举
办多种活动吸引“重庆人游重庆”。

巫山、奉节

从“五一”起，两县旅游企业将联
合推出“奇幻壮丽 两峡一峰”三峡精
品旅游新线路。该线路以巫峡、瞿塘
峡、神女峰为观光核心，串联起上至奉
节白帝城、三峡之巅、《归来三峡》演
艺，下抵巫山神女天路、小三峡、神女
溪等核心景区和产品，以飞机+汽车+
高端观光型游船为载体，实现“水、陆、
空”立体游三峡，供游客体验三峡别样
风情。

南川金佛山

针对市民游客对健康、生态型产
品的新需求，该区全新推出了金佛山
—良瑜国际养生谷—山王坪—兴茂乐
村旅游度假区森林康养二日游等三条
康养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派送康养礼
包，涵盖景区门票优惠，以及在指定商
家用餐、住宿、购买旅游商品享受折扣
优惠和现金抵扣等。

丰都鬼城

将举行“鬼城趣味探索”“鬼城奇
幻魔术，再续三生情缘”等趣味活动，
届时还将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江津四面山

将举行“大美渝疆”主题自驾活动
首发式，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游客将

“重走爱情天梯”、自驾穿越四面山、观
看“四面奇缘”灯光秀、体验“土货市
集”等。

武隆、彭水、酉阳

武隆区白马山天尺情缘、彭水乌
江画廊和阿依河、酉阳桃花源和龚滩
古镇等多个适宜康养旅游的景区，在
这个“五一”假期，都有新项目、新产品

“上架”或门票优惠政策。

两江影视城

两江影视城将推出“乐队现场放
歌刷礼物活动”、“童玩主题活动”、“寻
找IP人物活动”、“互动场景摄影评选
活动”和“剧本出演活动”等五大活动
来与游客们进行互动。

合川

4月28日，以“品尝古楼枇杷·畅
游美丽乡村”为主题的合川区第十四
届枇杷节正式拉开帷幕。当天，顺丰、
邮政、德邦、京东四家知名物流企业与
古楼镇签约合作，加大力度帮助果农
销售品质上乘的古楼枇杷。

梁平

以“春归田园·柚见花开”为主题
的重庆·梁平第八届柚花节系列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梁平诚邀市民“五
一”假期前往赏柚花、逛柚园，体验当
地特色柚文化。

巴南

自5月7日起，巴南各镇街将通
过书记当导游、镇长当主播、群众当讲
解员的形式，全面宣传推介巴南22个
镇街的特色文化旅游精品。

（记者 韩毅 陈钧 汤艳娟
彭瑜 王翔）

短评

□刘宇

各大旅游出行平台预订情况显
示，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国将
迎来以本地游、区域周边游为主的
出游小高峰。上海、北京、广州、成
都、重庆等是热门目的地城市，也是
热门客源地城市。

对重庆来说，压抑已久的市民
也特别期待能利用“五一”小长假，
走出户外“放飞心情”。重庆作为
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和客源地，在

“五一”期间，注定会有不少重庆市
民选择出游，也有不少游客选择游
重庆。

当前疫情传播风险仍在，不可
不防。在这样较为特殊的时间节
点，期待重庆人游重庆，重新发现家
乡之美，更加深化对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的认知和自信，更加强化对重
庆风景、文化的保护自觉。

重庆人游重庆，减少不必要的
市外出行，能够降低旅行途中交叉
感染的风险；同时，重庆人游重庆，
也是提振消费、对冲疫情影响的重
要方式，有利于重庆旅游经济和消
费经济的恢复。

当然，重庆人游重庆，也要做
好必要的防护措施。市民出游时，
要保持文明、健康的好习惯，自觉
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扎
堆，避免集中餐饮；要遵守公共秩
序，配合景区、车站、酒店等公共场
所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等，并自
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不随便摘
口罩，不随地吐痰，做一个负责任
的文明游客。

鼓励重庆人游重庆，需要相关
部门做好旅游、防疫服务。各区县
应通过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强化景
区管理，准确评估各相关旅游点的
风险，制定好应急预案，特别是要
采取有效措施，对热门景区等应进
行限流、分流，如推行实名预约购
票机制，加强对游客的健康检测和
旅行地核实；推行分时段限流，避
免游客集中赏玩；对室内高风险场
所，加大通风、消毒频次……简单
来说，就要相关部门和区县列出清
单，明确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
方应该少去，哪些地方不宜去，并
及时通报哪个景区人流过载。唯
有如此，才能让市民玩得安心、玩
得尽兴。

今年“五一”
提倡重庆人游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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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在三峡库
区腹心的巫山县滨江路边
拍摄的蔷薇花映衬下的秀
丽巫峡。近年来，巫山县
结合长江沿线“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在三峡水
库 175 米水位线上种植景
观林，栽植蔷薇花卉。现
正值蔷薇花盛开的时节，
城市滨江路成了花的长
廊。多姿多彩的蔷薇花与
碧绿的江水、对岸的青山
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靓丽
的风景，吸引了无数市民
前往观赏拍照。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蔷薇花开
映巫峡

本报讯 （记者 商宇 杨铌紫）4
月28日，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相关部门通
报了我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并对“五一”
假期出行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及我市
消费季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做到四个“常态化”抓好
疫情防控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夏沛表
示，当前，市卫生健康委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
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坚持工作力量
不减少、战斗姿态不放松、防范意识不
松懈，采取精准化防控措施，切实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严防疫情输入做到常态化。加
强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和人员核查，严格
落实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要求，有效实施
闭环管理。加强湖北省、武汉市来渝返
渝人员服务管理，对湖北省、武汉市来渝
返渝人员全部开展核酸检测，及时筛查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强化社区排查，把重点人员
排查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日常工作。

二是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做到常态
化。加强对公共交通工具、机场、车站、
码头、餐厅、酒店、办公楼宇等场所的消
毒、通风等防疫指导。强化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养老机构、福利院等场所

疫情防控，落实健康监测、出入登记、缺课
（勤）报告等制度，落实分散住宿、错峰就
餐、环境消杀、应急处置等措施，严格疫情
报告制度，守住“院门”，盯紧“厂门”，看好

“校门”，保障有序复工复市复学。
三是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做到常态

化。落实完善预检分诊制度，加强发热
门诊病例、住院发热病人、就诊患者及
陪同（陪护）人员筛查。有关医疗机构
（第一批医疗机构名单，已在市卫生健
康委官网上公布）要做好复工复产复学
单位、个人自愿自费预约新冠肺炎核酸
检测服务工作。加强医疗机构院感管
理，强化感染防控和医务人员防护，优
化就诊和筛查流程，做好诊疗区消毒通
风工作。大力开展分时段预约挂号、预
约检查，合理安排候诊间隔，减少人员
聚集。积极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为患
者提供线上咨询、慢性病线上复诊、开
药和药品配送服务。加强医疗废物污
水管理，规范收集、转运、暂存、交接、登
记全流程管理。

四是应急值班做到常态化。按照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人员值班安
排和物资保障。单位和社区如发现可疑
疫情，要第一时间向辖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疾控机构报告。一旦发生疫情，
要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全面查清行
动轨迹，尽快阻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蔓
延扩散，并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景区的接待游客量不得
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我市的各大
景区是接待游客的主要场所。大家普
遍关心各大景区在防控措施以及对游

客的接待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市
文化旅游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秦定波
作了介绍。

秦定波表示，我市启动了假日综合
协调机制，政府主管部门、景区、旅游企
业、旅行社全面联动，全员上岗。

“流量管控是重中之重，一个基本
要求就是每个景区的接待游客量不得
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这是一个
硬指标，任何景区不得突破。”秦定波
说，如果突破将会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停止售票、关闭景区等形式，妥善地疏
导引导游客出游。

在防止人员聚集方面，秦定波介
绍，这段时间景区设置了1.5米的间隔
线，对有关的人行通道、步行道、车流道
进行了合理的管控，设置了大量的单循
道。同时，加强了监控，哪里出现梗阻
和人员聚集会立刻发现并进行处置。

在安全防护方面，秦定波透露，一
方面是常规的安全防护工作，节前对所
有景区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增强了一些安全设施。另
一方面，按照疫情防护要求，景区要定
时进行巡查、消杀等各项防疫工作，并
要求市民在进入景区时出示“健康码”，
进行体温检测，佩戴口罩。

市民“五一”出游提醒：防
控第一、错峰出行、文明旅游、
安全至上

今年的“五一”假期时间较长，加上
疫情期间少于外出游玩，预计市民和游
客出游意愿会有明显增加。秦定波介
绍，目前，全市253家A级景区已开放
241家，全市的文化旅游部门、景区、企

业提早谋划，防疫复工多措并举，能够
确保市民和游客安全出游。

秦定波特别提醒广大游客增强疫
情防控意识，加强风险防范，安全出行，
文明旅游，平安回家。

坚持防控第一。除重点疫情地区
来渝人员应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呈阴
性的健康证明外，其他省区市来渝人员
只需出示有效健康证明。

错峰出行。为控制游客流量，各景
区将严格按照国家文旅部确定的接待
游客量控制在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
因此建议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各个景区
的交通、住宿、人流等状况，合理规划时
间和线路，尽量避开一些热门景区或者
景区的高峰时段，注意提前查询景区、
文博院馆等场所开放、限流、门票预约、
分时段入场等管理措施，间隔入园入
场、错峰游览参观。提前准备好“健康
码”、身份证等有效健康证明和证件，到
达目的地后，快速实名登记、扫码入园
入场，避免聚集拥挤。

倡导文明旅游。配合旅行沿途防
控管理，自觉服从体温测量、健康码查
验、分时限流、保持间距等要求，对于由
此产生的排队等待给予充分理解。尽
量选择使用自助导览服务，如确需人工
讲解，提前通过网上预约、电话预约或
窗口预约等方式实名预约。

牢记安全至上。避免前往不具备
开放接待条件的区域，不选择不具备相
关资质的旅行社、酒店、车辆、导游，加
强人身和财物安全防范。自驾游要杜
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遵守交规，控
制车速。

游客出游遇到问题及时拨打旅游
投诉电话023-96111。

“五一”期间

我市各景区将严格流量管控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4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获悉，继主城区土地出让实施预公告制
度后，重庆主城区外土地出让也启动实
施预公告制度，预公告在市公共资源平
台和各区县本地平台同步发布。此举
意味着目前重庆全市土地出让均实施
预公告制度。

据悉，本次共有7宗地实施预公
告，主要分布在涪陵、江津、南川、綦
江、荣昌等 5 个区县，总用地面积约
833亩，集中在渝西片区。此次公告地

块条件成熟。区位较好，交通便利，周
边教育、医疗、公园等配套相对成熟；
以居住用地为主，用地面积和建筑规
模适中，市场接受度高。

预公告发布后，有用地意向的企业
可通过公告的联系方式直接对接对应
区县土地整治机构，开展商务谈判，达

成意向后即可正式公告出让。
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月初，我市主城区实施土地
出让预公告，30多家企业前来洽谈，
目前已有3宗地达成供地意向并推向
市场。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在主城

区规范实施土地出让预公告制度的基
础上，进一步整合主城区外拟出让地
块信息，统一发布预公告。此举拓宽
了信息发布渠道，有助于完善重庆土
地交易平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后期将根据需求，继续适时发布土地
出让预公告。

重庆全市土地出让实施预公告制度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4月28
日，市政府网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
《重庆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
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开展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等9个方
面的主要任务，将在今年基本建立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具体来说，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体系方面，我市将创新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实现形式，推进承包土地、宅
基地“三权分置”，统筹设立建设用地
地上、地表和地下使用权，完善矿业权
管理机制，完善水域滩涂养殖权利体
系，理顺地热水、矿泉水取水权与采矿
权关系。

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方面，

我市将探索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委托代理行使机制，完善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落实农村
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保障自
然资源资产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
方面，我市将建立自然资源分类标准和
调查监测评价制度，继续推进自然资源
调查，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推
进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信息发布和
共享。

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方面，
我市将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工作机制，提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
息化水平。

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方面，我
市将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实
施国土空间管控，科学建立自然保护
地体系，加强河道水域岸线管控力度，
完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
偿机制。

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
方面，我市将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开展自然资源资
产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完善自然资源资
产开发利用标准和产业准入政策，规范

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运行机制。
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

理补偿方面，我市将编制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探
索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系方面，
我市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监管机制，建
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考核评价机制，强
化自然资源资产督察执法。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规体系
方面，我市将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清理，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立法工作，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重庆年内基本建立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4月28日，渝中区朝天门，模特们展示潮流新品。当日，由重庆朝天门市场
商会、朝天门市场党建引领发展联盟主办的“2020朝天门市场惠购节”正式启
动。据介绍，本次惠购节汇集了重庆朝天门市场的8000余商家和上千个原创
品牌参与，他们将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开展10万现金券全城大放送、免费
抽奖打折、让利促销等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崔力 摄影报道

朝天门市场惠购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