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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个国庆节日益临近，喜庆的节日
氛围扑面而来，重庆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五
星红旗高高飘扬。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
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祝福之意，展现自己
为祖国自豪、为祖国喝彩的激情。

◀9月27日，沙坪坝区三峡广场，街边
挂满鲜艳的国旗，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拍
照。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9月27日，南岸区在重庆市特殊教育
中心举行“吃重庆小面 庆祖国华诞——

‘一碗永不褪色的阳光面’”主题活动，南岸
区的抗疫抗洪英雄来到孩子们身边，同吃国
庆面，同庆祖国生日。

通讯员 崔景印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黄琪奥
韩毅）今年国庆假期恰好与中秋重叠，假期
叠在一起长达8天。所以，市民不妨抽几
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品味精彩纷
呈的文化大餐。

和往年相比，今年国庆假期重庆部分
文化场馆开放夜场，延长闭馆时间，让市民
游客感受夜游文化场馆的乐趣。

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博物馆、
美术馆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即日起至

10月9日，每天开放至21∶00，将在夜间举
行中秋主题活动、母城记忆主题活动、汉代
故事——探秘2000年前的衣食住行活动
等，让观众体验夜游博物馆的奇妙之旅。
观众还可以在该馆欣赏到《新风高致——
馆藏清代及民国碑学书法特展》《瓷国明珠
——福建民俗博物馆藏德化瓷精品展》《苍
洱镌石——大理历代名碑拓片精品展》等
临时展览，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重庆自然博物馆即日起至10月9日，

每天开放至21∶00，观众可在该馆参与“我
们的节日——我爱我的祖国”等活动；重庆
美术馆即日起到10月11日，每天开放至
21∶30，将举行《“巴蜀情”——2020川渝中
国画作品展》等展览；重庆图书馆举行《辉
煌记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文献展》。

演出方面，9月29日、30日，市民可在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欣赏大型原创交响乐
《重庆组曲》；10月1日，可在国泰艺术中心
云湖音乐厅欣赏民族管弦乐《声漫华表》中

秋·国庆专场；10月3日，可在国泰艺术中
心大剧院欣赏民族管弦乐《泱泱国风》中
秋·国庆专场。

重庆大剧院也是好戏连连。10月 2
日，这里将上演合家欢亲子杂技剧《熊猫—
寻梦之旅》；10月3日，举行《筝魂——王中
山古筝独奏音乐会》；10月7日，举行《山下
山上——中阮大师冯满天与满天四重奏音
乐会》。

假期看场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观众
可在假期观赏到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
《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
乡》、国产动画电影《姜子牙》、超级动作大
片《急先锋》、青春励志电影《一点就到家》
等电影。

国庆中秋文化大餐 看看哪个合你口味

我为祖国祝福 我为祖国自豪

▲9月26日，解放碑步行街，用鲜花摆出的“祖国万岁”字样格外醒目。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9月27日，重庆医科大学，2020年本科生开学典礼暨抗疫精神教育活动现场，大
学生们挥舞国旗，齐声歌唱祖国。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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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光红

随着国庆中秋“双节”长假即将到来，
各种促销活动也陆续开启。9月27日，记
者经过多方采访，为市民梳理出今年“双
节”长假各区县、商家的部分促销活动，消
费者可以按需选购。

三亚湾首届海鲜节
100万元消费券等你抢

抢消费券买海鲜、微信积赞领大闸
蟹……9月30日至10月8日，2020渝北三
亚湾首届海鲜节（下称海鲜节）将在三亚湾
水产市场举行。

记者打探到，在海鲜节期间，渝北区
将联动支付宝平台发放100万元三亚湾
消费券。消费券将于9月30日18∶30左
右发放，消费券面额为50元。国庆期间，
领券者消费满100元减50元，可在三亚湾
水产市场生活服务类实体商家（企业和个
体商户）及对应的线上口碑、饿了么门店
使用。

9月30日至10月6日，海鲜节主办方
还将开展微信积赞送大闸蟹活动。市民转
发与活动相关的H5、推文、短视频、图片等
到朋友圈，并在规定时间内积满88个赞，
即可到活动现场组委会处领取大闸蟹两
对。每天限量100名，每人限领取一次。

商旅文消费促进活动
特价8D魔幻水陆空套票有优惠

9月24日，由重庆旅游集团联动重庆
市优质文旅企业和各大商家举行的“惠游
重庆，乐享生活”乐金秋·惠随行商旅文消

费促进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年底。活
动期间，预计有5000多户商家参与特惠促
销活动。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
参与商家拿出的特惠资源覆盖文化场所、
景区、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精品书店、商
超、服饰等。活动期间，主办方联动商家以

“0门槛，买即送”的方式派送商旅文类优惠
券8000万份，特惠折扣低至1元。市民可
以进入“惠游重庆”公众号领取优惠券。

活动期间，市民还可在携程、美团等平
台直接购买8D魔幻重庆水陆空套票。前
期，该套票将以特价限量发售2000套，价
格低至199元/套。使用该套票可享受洪
崖洞+来福士探索舱观景台+黄金游轮黄
金之夜两江夜游“8D魔幻重庆水陆空之
旅”。

渝北区2020金秋消费季
购汽车买非住宅有补贴

品川渝特色美食、购川渝特色农产品、
赏川渝特色文化表演，购车购房有补贴
……9月25日，渝北区2020金秋消费季暨
川渝两地消费节（下称金秋消费季）在渝北
区政府广场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2
月底。

渝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金秋消费季将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文”等日常消费领域，开展川渝两地消费
节、汽车消费惠民活动和非住宅去库存活
动等八大惠民活动，为市民奉上一场秋季
消费盛宴。

其中，10月1日至10月31日举办的汽
车消费惠民活动，将对消费者购车进行补

贴——对消费者在渝北区属板块汽车零售
法人企业购买并在市内公安机关车辆管理
部门上户的各类汽车（不含二手车），按照
裸车价给予1000元至2000元/台不等的
补贴；对购买“地产车”的消费者，给予
2000元/台的补贴。

非住宅去库存活动中，凡是10月15日
前在渝北区购买商服用房、办公用房、车位
成功的购房者，可享补贴。补贴金额按房
屋交易总价2%计算。

另外，在川渝两地消费节活动中，市民
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以优惠价格购买川
渝两地的特色产品，如攀枝花芒果、菠萝，
德阳蕨根粉丝、红油豆瓣酱，广元山珍干
货、清茶美酒等。

渝中金秋购物消费节
特色街区联手为市民送福利

10月1日至8日，渝中区将举办2020
嗨·Go渝中金秋购物消费节。解放碑商
圈、大坪商圈及鹅岭二厂、重庆天地等特色
街区，将联手为市民送福利。

其中，重庆时代广场将推出消费满指
定金额即可获赠时代礼品卡的优惠，包括
满3万元赠700元礼品卡、满8万赠2000
元礼品卡、满12万元赠3200元礼品卡等；
重庆来福士购物中心将推出全场秋冬新款
8折起、持建行信用卡领券消费满200元减
100元等优惠；远东百货将推出流行服饰
满200元省80元、全场满1500元送100元
等优惠。

在大坪商圈，大坪英利大融城将推出
168元购价值5000元+亲子礼包，内含培
训体验课、家庭餐、儿童娱乐、停车优惠等；

118元购买价值880元吃货大礼包，内含正
餐、小吃饮料、电影券、停车优惠等。

特色街区中，重庆天地将开展餐厅周
活动。活动期间，消费者可以59元团100
元、29元团50元，还能获得消费满888元
返100元、满300元获赠电影票的福利。

商业零售企业
打折抽奖送券送卡优惠多

除了各区县组织的促消活动，商业零
售企业也纷纷计划在国庆期间开展促销优
惠活动。

其中，百货业态部分商场将针对秋装
新品实行全场8折优惠；每日推出一口价
特价商品供消费者抢购；消费者单张购物
小票满399元可参加现场抽奖。

超市业态中，部分超市推出消费者购
物满38元可获赠送20元礼包活动。同时，
还可扫码抢满减券，用于购买指定品牌的
商品。

电器业态方面，部分商家推出新会员
可享120元微信权益券活动——100元冰
洗、彩电、空调、厨卫传统家电券+20元生
活电器券；会员消费累计满3000元可获赠
200元提货卡。

重庆苏宁易购新打造的重庆观音桥苏
宁易购广场将于9月30亮相。从当天起至
10月8日，消费者可领取家电类1500元组
合套券，10元极物、红孩子无敌券，用券后
部分商品价格低至1元。同时，消费者任
意消费后，还可到麦当劳嘉年华大厦门店
免费领取甜筒一个或者可乐一杯。此外，
消费者还有机会抽金条、家电甚至红旗H9
轿车。

“双节”长假各种促销活动多得很

足以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7日，2020年“我们
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走进渝北区宝圣湖街道巴山夜
雨广场，300多市民深情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
表达对新中国成立71周年的美好祝福。

活动中，来自渝北区及市内的文艺爱好者带来
自编自导自演的“庆国庆·迎中秋”文艺汇演暨“宝
圣之声”全民K歌活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年轻的舞蹈演员跟着音乐的节奏，用充满活力、朝
气的舞蹈向祖国致敬。周围人群中不断有人加入合唱
队伍，学生、老人、小孩、志愿者，都挥动着五星红旗，齐
声高歌。市民们说，当《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一响起，就
有想要参与合唱的冲动，“祖国强大了，大家的生活也
越来越好，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

渝北区300多市民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24日，重庆铁路部
门发布消息称，9月28日至10月8日包含国庆中秋长
假在内的11天期间，重庆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59.5万
人，日均发送14.5万人。

为满足节日期间的运力需求，重庆铁路部门将加
开多趟列车，具体车次如下。

1.加开渝万客专C6442/1次、C6444/3次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加开重庆北—万州北

C6442次、万州北—重庆北C6441次、重庆北—万州北
C6444次、万州北—重庆北C6443次。

2.加开贵阳北至广元D8564/5次、D8566/3次
9月28日至10月8日，加开贵阳北—广元D8564/

5次、广元—贵阳北D8566/3次。
3.加开贵阳北至成都东G8656次交路
9 月 27 日至 10 月 8 日，加开贵阳北—成都东

G8656 次、成都东—贵阳北 G8657 次、贵阳北—江油
G8664 次；9 月 28 日至 10 月 9 日，加开江油—贵阳北
G8653次、贵阳北—成都东G8660次、成都东—贵阳北
G8663次。

4.重联成渝G8624次交路
9月28日至10月8日，重庆西开G8624次，永川东

开 G8631 次，沙坪坝开 G8544 次，成都东开 G8705/8
次，万州北开G8711/0次；9月29日至10月9日，成都
东开G8785/8次、万州北开G8791/0次。

5.重联成渝G8622次交路
（1）9月28日至9月30日，重庆西开G8622次，隆

昌北开 G8725/8 次，万州北开 C6411 次、C6421 次、
C6431次，重庆北开C6418次、C6428、C6448次；9月29
日至10月1日，长寿北开G8723/2次，成都东开G8507
次、G8593次，重庆北开G8516次，改使用CRH3C型动
车组重联运行。

（2）10月1日至10月8日，重庆西开G8622次，内
江北开 G8725/8 次，万州北开 C6411 次、C6421 次、
C6431次，重庆北开C6418次、C6428、C6448次；10月2
日至10月9日，长寿北开G8723/2次，成都东开G8507
次、G8593次，重庆北开G8516次，改使用CRH3C型动
车组重联运行。

6.重联贵阳北—沙坪坝C6026/7次、沙坪坝—宜
宾西C6028/9次

9 月 29 日至 10 月 8 日，贵阳北—沙坪坝 C6026/7
次，沙坪坝—宜宾西C6028/9次，使用CRH3A型动车
组单组调整为重联运行。

国庆期间重铁加开列车
主要为成都贵阳广元等方向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当中秋遇上国庆，再加
上倡导节约的良好风气盛行，今年重庆月饼市场也有
一些新动向——小包装增多，国庆元素月饼流行。

9月27日上午，记者在一些商超看到，为积极响
应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不少商超推出小包
装月饼，这也让盒装月饼的价格出现下降。

在谊品生鲜渝北区北大资源博雅店，记者看到这
里有不少小包装月饼在售卖。谊品生鲜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重庆全部200多家门店售卖的月饼礼盒都以
6个为主，价格平均下降20%以上，而以前每盒都在10
个及以上。永辉超市重庆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
者，今年月饼备货以散装居多，价格更低，可供消费者
自由选择。同时，备货量相比去年也略少一些，刚好够
卖即可，力争不造成库存浪费。

在倡导节约上，盒马也做得不错。记者在盒马财
富中心店看到，盒马工坊推出一款苏式现烤月饼，除了
外包装很简单以外，还以2个、4个不等的小包装形式
销售，每个60克左右，价格10至20元不等，与一些大
礼盒包装、动辄上百元的月饼相比，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购买。“今年重庆地区现烤苏式月饼销量同比增长三
成。”盒马工坊采购黄强说。

除了小包装是今年月饼市场的亮点外，不少月饼在
外包装上还打起国庆元素牌，努力吸引市民掏腰包。

在永辉超市爱琴海门店，记者看见月饼销售区域
人头攒动。月饼外包装普遍呈红色，一片喜庆气象。

“玖芝是”月饼品牌甚至打出“中国红”概念，大红色外
包装上尽显浓浓中国风。

沃尔玛重庆11家门店及线上平台上线了一款国
潮月饼——“我爱北京天安门”月饼。记者在沃尔玛北
城天街店看到，这款月饼包装表面有天安门浮雕形态；
月饼呈红色，上面雕模着华表、石狮、骑凤仙人等各式
花样。

尽管产品花样翻新，但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
场价格整体平稳，一些商超甚至推出大力度折扣活
动。比如沃尔玛推出满100元减20元、第二件0元特
惠，永辉超市月饼产品全场3折起，吸引不少消费者下
单。

倡导节约

今年盛行小包装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