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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10月20日，2020年重庆市金秋书
展闭幕。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办单
位重庆市委宣传部获悉，本届重庆市金
秋书展图书销售码洋（销售图书的定价
总额）达145.75万元，重庆图书发行市
场呈现稳健复苏势头。

在为期8天的书展中，全国500余
家知名出版社带来的10万余种精品出
版物，以及重庆新华书店集团、重庆出
版集团等单位组织的31项线下线上活
动让市民感受到浓郁书香，体会到阅读
带来的乐趣。

图书发行市场稳健复苏

虽然受疫情和持续降雨影响，但本
届重庆市金秋书展图书销售码洋仍有
145.75万元。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
下，重庆图书发行市场呈稳健复苏势头。

以参展单位重庆书城为例，本届书
展重庆书城的图书销售码洋为87.02万
元，和其在2019年金秋书展图书销售
码洋相比，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60%；和今年4月在“2020重庆·渝中春
夏消费季”期间举办的书展图书销售码
洋68.48万元相比，上涨28%。

哪些种类图书更受读者欢迎？重
庆书城值班经理唐兴轲介绍，在本届书
展中，重庆书城展出的党建类、文学类、
生活类、少儿类图书销售情况较好。

记者看到，书展主题展区十分醒
目。该展区展销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
释读物，以及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等主题出版产品。在该展区，《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图书吸引不
少市民驻足翻阅。

主题展区一旁展示着“百本好书送
你读”活动送读图书，市民可享8.5折购
书。市民王晓莉选购了《人间词话》和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这些图
书内容质量都很高！”她说，“活动还免
费提供电子书、有声书，方便利用零碎
时间阅读。”

重庆历史文化类书籍受追捧

记者采访时发现，本届书展中重庆
本土出版社推出的精品图书以及和重
庆相关的文史类书籍也受到市民欢迎。

重庆出版集团在书展现场展示了
281个品种、1142册图书，展出的图书涵
盖时政、社科、经管、文学、生活、少儿等方
面。其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重点书籍，突显了该集团打造
精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图书的实力，以及
对该类图书在重庆市场前景的看好。

在知名实体书店展示区，市民感受
到我市实体书店在传承地方历史文化
方面所作的努力。“时光里独立书店第
一次参与金秋书展，很多市民翻阅《典
藏重庆：二战名城老重庆艺术影像纪念
明信卡》等图书时十分感慨。”该书店店

长陈雪说，书展期间，她看到了不少感
人场景——80岁的陈婆婆先后3次来
到该书店展区，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
还有一位92岁的婆婆和86岁的爷爷坐
在一起，静心阅读。她表示，书店还会
继续打造讲述重庆历史文化的图书和
文创产品，以期受到更多市民喜爱。

阅读推广活动精彩纷呈

书展期间，解放碑步行街开展了形
式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10月17日，重庆大学出版社为市
民带来了《〈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
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解码智能时
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
球智能产业》等3本新近出版的精品图
书，并邀请作者、编辑和重庆市地方史
研究会会长周勇等专家来到活动现场，
分享图书的精彩之处。当天虽然阴雨
连绵，但听众热情不减，一些场外观众
还打伞驻足聆听。

10月18日，2020年重庆市金秋书
展阅读推广活动之好书推荐活动举行。
17位市民逐一登台分享《边城》等好书。
参与该活动的市民曹淑坦言，在一个知识
快速迭代、垃圾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正
需要通过阅读来提升认知能力。

10月19日，由重庆出版集团策划
组织的讲座《信仰的力量》举行，原重庆
红岩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厉华用精
彩的故事，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崇高信仰和红岩精神，听众被深
深打动。听众王女士表示，希望有更多
此类形式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让生活
充满书香气息。

金秋书展10万余种精品出版物让市民感受悦读——

重庆图书发行市场稳健复苏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近日，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知识竞
赛复赛先后在荣昌、奉节、九龙坡和綦
江举行，来自全市各区县的41个代表
队以赛促学，在赛场上展现出颇高的竞
技水平。

据了解，该比赛紧紧围绕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直
属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

党委联合主办，通过“学习强国”重庆学
习平台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旨在营造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浓厚氛围，为“双决”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达到以赛促学、以学促
行的目的。

赛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比赛复
赛以片区赛形式进行，重点检验选手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掌握情况，特别是《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等内容的学习掌握情
况。经前期准备和初赛选拔，来自全
市各区县的41个代表队在复赛中展
现出了高水平，各片区比赛现场精彩
纷呈。

例如，綦江片区赛现场，綦江区代
表队选手在“争分夺秒”环节中，180秒

内连续答对“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挑战
答题”随机测试的70道题，让现场观众
惊叹不已。

又如，奉节片区赛中，在“共话‘双
决’”论述环节，万州区、开州区、梁平区
等10支代表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等，结合工作实际谈感想、说体会，
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

四大片区将各自组成两支有实力
的代表队参加决赛。决赛将于11月中
上旬举行，届时，来自区县、市级部门、
高校、企业的10余支代表队将进行最
终角逐。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知识竞赛复赛举行

□本报记者 王亚同

10 月 14 日至 17 日，由中央网
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重庆市委网
信办共同主办的“助力决战脱贫攻
坚——网络名人看重庆”活动中，来
自全国各地的25名网络名人与市内
媒体记者一道，对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的黔江、秀山、酉阳进行了集
中走访。

从重庆主城出发，马不停蹄地行
走于渝东南的武陵大山中，网络名人
们兴奋地用镜头和笔头，记录下武陵
之美，以及当地脱贫攻坚取得的成
就。一路走访一路为重庆点赞，一边
传播脱贫攻坚亮点成效，一边为当地
代言、“带货”，网络名人们的渝东南之
行引发了强烈反响，让此行成为网络
上现象级的公益活动。

10月17日，网络名人们在“全国
扶贫日”当天结束了渝东南之行，踏上
归程，大家恋恋不舍。“这几天马不停
蹄，是一次高质量、高效率的走访，我
们要为重庆和重庆的脱贫攻坚工作点
赞！”来自全国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网络
名人们纷纷表示。

博主“风吟天下”在临别之际写下
这样的感言：“此次重庆之行，看到了
干部群众的工作干劲，看到了这里脱
贫攻坚工作的喜人成绩。重庆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因
地施策、创新突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融合发展相结合，在脱贫攻坚工作的
过程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的长效发展
机制。”

此次渝东南之行，主办方选取了
3个区县17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点位，
包含了网络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
贫、交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等
扶贫工作各方面，让网络名人们在最
短的时间里，高效高质地了解情况并
推送内容。如，酉阳车田乡选择了农
旅融合和产业扶贫之路，打造出了乡
村民宿游，并通过苗绣推广苗家文化，
推动产业扶贫。网络名人们被苗家绣
娘勤劳致富的精神感动，纷纷号召粉
丝购买苗绣工艺品。

短短4天时间，“网络名人看重
庆”就制造了25篇百万阅读量爆文。
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说，这些网络
名人都是口碑佳、有思辨力、关心百姓
疾苦的正能量大V。

25位网络名人每到一处，都根
据各自定位，选取角度进行采访。
所有博文、推文、短视频作品都充满
深情，也加入了自己的观点，有意识
地制造渝东南脱贫攻坚的热门话
题。

“半杯馊茶”发出的第一篇预告博
文，吸引了超过300万人次阅读；行程
期间，“半杯馊茶”共生产了5篇百万
阅读量作品。重庆本土自媒体达人

“大厨蔡光江”一则关于黔江鸡杂的视
频，被微博官方推为热门微博。“周君
良”博主是贵州人，对重庆邻居的喜人
变化由衷高兴。周老先生通过声情并
茂的创作，贡献了数篇百万阅读量爆
文。

在道路蜿蜒曲折的山区高密度走
访，一些网络名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晕车现象。然而，一到走访点，他们就
被淳朴农民的奋斗精神感动，纷纷开
始了代言、“带货”。

“江宁婆婆”拍摄了一组酉阳车田
乡的苗绣照片，一个小时就帮助该产
品卖断了货。“开水族馆的生物男”通
过特写，拍摄了不少渝东南地区特产，
一众粉丝当即就留言“要货”。为增强
互动，他还自己送奖品让粉丝多转发
参与扶贫爱心购。不少网络名人还成
为“线人”，利用各自的资源、渠道，为
渝东南地区牵线搭桥，推动后续跟进
采访、长期合作。

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说，一方
面，网络名人经过了精挑细选，不仅
口碑好，且各有所长。这些不同调性
的网络名人聚到一起，让更多网友有
机会从不同角度看到重庆脱贫攻坚
的生动实践。另一方面，中央网信办
选择重庆，选择渝东南，也很有寓
意。“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
足见渝东南当年发展是多么滞后。
脱贫攻坚看重庆，渝东南地区更具代
表性。

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网络名人
汇聚渝东南，圆满完成了此次公益之
行。截至10月19日，25位网络名人
共创作了25篇百万阅读量爆文，其中
300万+一篇，200万+三篇，话题文章
微博总阅读量达1.9亿。活动专题、
PC端及客户端的系列稿件点击量超
过1000万，加上其他媒体矩阵传播转
化，本次“网络名人看重庆”总点击量
超过两亿。

4天，25篇“百万+”爆文
——“网络名人看重庆”活动引发

广泛关注，点击量超过两亿

2020年重庆市金秋书展现场，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吸引广大读者前来选购。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合景泰富·天銮 解放碑臻稀藏品 所见皆地标
重庆的高端住宅市场将

被再次“洗牌”，以一种非常
惊艳的方式。

因为合景泰富TOP系天
銮的出现。

可能有人要问，一个全
新推出的楼盘，凭什么搅动
市场？

答案是：不可复制，奇货
可居：不可复制的，是解放碑
城市核心的大城吸引力；奇
货可居的，是合景泰富·天銮
众揽重庆地标集群的视野诱
惑力。

顶着“解放碑核芯”和
“所见皆地标”两大光环，还
有TOP系产品力的加持，不
难想象，合景泰富·天銮将为
重庆高端住宅市场带来怎样
的惊艳。

历经3年精心雕琢，合景
泰富·天銮终于掀开神秘面
纱，登上24层Galaxy云际美
学馆，可尽览两江四岸绝美
城市天际线，俯察城市地标
集群，它将演绎重庆高端住
宅新高度。

合景泰富·天銮景观意境图

合景泰富·天銮航拍视野实景图 摄/朱文乔

解放碑臻稀滨江地段
众揽重庆地标集群的极致视野

山与水、新与旧、繁华的商业体与
人文气息的街区，融合成一个独特又
迷人的渝中半岛，呈现出一个别具魅
力的解放碑。只有在这里，人们既能
触摸到重庆厚重的城市历史，又能感

受到强劲的时代脉搏。
作为2018年以来渝中半岛全新

的供地项目，合景泰富·天銮地处重庆
“上半城”华一路，从渝都扩建的名门
巨贾专属繁华之地，到陈诚将军等将
府邸迁置于此，再到如今合景泰富·天
銮，高端人居血统已经延续了上百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渝中区的中心
地位及高度城市化发展造就的城市
价值日益凸显，代表着重庆这座城市
的制高点和价值标杆；同时拥有强大
的产业基础，金融、智能等新兴产业
及世界 500 强企业的集聚，已形成

“盆聚效应”。此外，渝中区土地资源
极度稀缺。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8
年至今，渝中区几乎无新增土地供
应。

核心地段的占有、城市资源的集
聚、文脉的沉淀，让渝中区为城市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为高端住宅提
供了价值的供给。

位于解放碑绝版滨江地段的合景
泰富·天銮，众揽重庆城市地标集群，
既能拥抱母城的繁华与历史积淀，尽
览渝中半岛上以洪崖洞、千厮门、
WFC等为首的城市地标，又能隔江正
望江北嘴CBD错落有致的金融摩天

大楼，将大剧院等地标一览无余，还能
将南北滨江路两岸旖旎的风景尽收眼
底，从而让两江四岸稀缺的滨江资源
触目可享。

可以说，所见皆地标，既是合景泰
富·天銮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稀缺城
市资源的集中绽放。

国际设计天团联袂巨著
匠造大隐于世的都市谧境

渝中半岛之上，占据整个城区商
业几何中心的丰厚城市资源，裹挟着
厚重的历史文化与高端传承，拥有目
之所及皆为地标的极致视野，合景泰
富·天銮一开始就站到了极致资源的
高度。它既能看红动网络的城市地标
集群，同时自己也是进出渝中最易辨
识的地标建筑。

在合景泰富看来，只有当项目价
值与城市价值深度融合，才能打造出
与之匹配的高端住宅产品，产生足够
高的人居价值。为此，合景泰富·天銮
选择用时间铸造精品，联袂新加坡
CKOA、美国优思设计，以及HWCD、
G&K等国际知名设计单位合力打造，
从拿地到呈现耗时3年之久。

如景观设计，由新加坡“总统设
计奖”获得者柯林・胜美冈下操刀，
他运用“冥想”感知土地的能量，以
《桃花源记》作为理念，巧妙地通过
立体空间层次感，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形成外面车水马龙、里面万籁俱
静的隔绝感，打造了一座大隐隐于
市的都市谧境。

美国优思设计合伙人黄莺操刀建
筑立面设计，她汲取重庆山水的特征，
通过铝扣板+玻璃的巧妙组合，塑造
出“水波纹立面”，通过流动的建筑线
条、水波纹的视效，立体展示重庆山水
灵动之美。

合景泰富·天銮总共两栋楼，分别
是两梯三户和四梯四户，均采用类板
式设计，明显区隔于同区域豪宅产
品。其户型设计为重庆人更偏好的
中等面积，改善型三至五居室。其中
四居室主力户型，大横厅设计、双套
房、三卫，建面仅178平方米，在功能
和质感上下足功夫。

在城市最核心的位置，用3年时

间潜心做产品，通过景观、户型、立面
等极致化设计，把高端、改善、地标等
因素结合起来，将细节、品质、匠心糅
合其中，这就是合景泰富·天銮的独特
魅力所在。

以TOP系天銮基因定标
再造滨江艺藏品

核心的地段、集聚的资源、高端的
产品，这些要素支撑的背后离不开一
个实力雄厚的开发企业。

作为国内领先的城市综合运营
商，合景泰富现已进驻广州、北京、上
海、深圳等近 40 座城市，覆盖长三角
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等，累计开发逾150个项目，全
面布局地产、产城、教育、酒店、长租公
寓、文旅、大健康七大业务板块。自
2017年入渝以来，3年内，北拓中央公
园，远见水土等新兴区域，在重庆版图
不断扩大，市场影响不断壮大。

2020年，合景泰富以TOP系天銮
回归渝中半岛，将TOP系属性与渝中
半岛的城市价值聚力叠加，可谓锦上
添花。

据了解，合景泰富“天銮系”执着
于对产品设计和品质的追求，以择址
观、产品观、建筑观、圈层观四大严苛
标准，先后在广州、佛山及杭州成功
落地。其中，被誉为“CBD 行宫”的
广州天銮，位于珠江新城CBD，正看

“小蛮腰”，以匠心独具的产品设计，
一经面世即刷新广州高端住宅的认
知。

作为全球第四座天銮，重庆天銮
同样位于城市中心CBD的解放碑，
在交通、文化、金融、滨江景观等方面
拥有难以匹敌的价值资源，集地段、
配套、产品、圈层等优势于一身，给予
塔尖人群绝无仅有的震撼视野的同
时，对于重庆高端住宅市场也具有关
键性的革新意义。

方媛
图片由合景泰富·天銮提供

合景泰富·天銮Galaxy云际美学馆本周日正式开放
建面约115-236m2解放碑滨江艺藏品

咨询电话：023-6033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