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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爸爸，你好久带我去逛公园耍
哦？”曾经，女儿一提起这事儿，秦建华
就为难：一是没钱；二是没时间专门陪
孩子进城到公园耍，“女儿10岁了，一
直没能实现她的心愿”。

秦建华家住忠县乌杨街道青岭社
区九组下坝沟（土地名）。今年10月，忠
县首个美丽乡村儿童主题乐园在这里
建成投用。

“没想到山沟里建起了儿童主题乐
园！”11月21日，秦建华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女儿的心愿在家门口实现了。”

女儿的心愿是逛公园

下坝沟绵延3公里，左边是青龙
嘴、右边是中岭山。因群山流水汇聚
于此，这里先后建起了两座水库，上面
的叫联合水库，下面的叫瓦坝水库。

过去因为交通闭塞，这里的村民大
都外出务工。挣了钱，很多人就在县
城、乌杨场上买房安家。后来，这里闲
置的1200多亩土地流转给了大户种植
柑橘。彼时，秦建华与妻子在云南打
工，他们曾带儿子去昆明的公园玩过。

后来，女儿出生，儿子也要上学，
秦建华一家在乌杨场上买了房，夫妻
二人就近打工供两个孩子上学。秦建
华说：“儿子说公园很好玩，女儿也想
去。但家庭负担重，也没时间带女儿
进城去公园耍。”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2018年
以来，青岭社区硬化道路19.3公里，设置
垃圾存放点22个，生活污水实现了集中
处理；258户村民进行了民房风貌，改厨、
改厕、改圈等人居环境整治；院落庭院实
施了绿化、亮化工程，打造了4000平方
米绿化地、安装了60盏环保节能太阳能
灯；引入9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原有
的柑橘产业进行提质增效升级，栽种了
中国红、九月红、沃柑、伦晚等新品种。

“有山、有水、有果园，现在的居住
环境就像个公园，空气还清新。”秦建华
称，公路进院入户了、庭院也整洁漂亮
了、水库的水质也变好了，柑橘挂果后，
很多城里人开车到下坝沟来游玩，“但
女儿说，环境是好了，但没得啥子游乐
的地方，特别是没得娃儿耍的地方。”

家门口有了儿童乐园

“秦建华女儿的话，正是下坝沟乡

村旅游的痛。”乌杨街道党工委书记潘
万镪介绍，乌杨街道距离忠县县城12
公里，是忠县工业重镇，场镇常住人口
2万多人，但配套设施不足，与忠县城
市“后花园”的定位不匹配。

街道党工委研究认为，下坝沟适
合发展乡村旅游，但不能千篇一律地
搞采摘休闲游，要突出特色。之前，忠
县还没有一家建在山水田园之间的儿
童乐园，所以大家一致决定结合“三
变”改革，依托下坝沟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乡村儿童主题乐园。

今年初，美丽乡村儿童主题乐园
开工，陆续建起了金色沙池、金色花
海、动物探险王国、星空乐园、章鱼大
世界、音乐大世界等游乐区域，还修建
了宽2.5米，长2200米的环湖跑道，完
善了垂钓设施和景观平台等。阳光明
媚的日子，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碧
水，构成了一幅七彩的美丽画卷，联合

水库摇身一变成为了七彩湖景区。
国庆节期间，秦建华的女儿回到下

坝沟老家，眼前的一幕让小家伙惊呆了：
高空扁带、七彩风车、蚂蚁乐园、攀爬训
练营等，全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游玩项
目。她对秦建华说：“哇！家门口有了儿
童公园。开园了，我要第一个来耍！”

女儿的心愿终于实现

10月30日，忠县首个美丽乡村儿
童主题乐园在下坝沟建成开园。童话
世界欢乐大巡游、高空扁带大挑战、七
彩风车节、网红卡通气模展、水上飞
人、摩托特技飞行表演等火热进行。
启动仪式上还表演了专门定制的原创
童话节目《七彩童梦》，以及有小丑杂
技和魔术表演的《疯狂马戏团》。

“太好耍了！”秦建华的儿女坐游
船、荡秋千、钻蚂蚁乐园，玩得满头大
汗。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他眼眶湿
润了：“女儿的心愿在家门口实现了。”

开园以来，美丽乡村儿童主题乐园
不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建起了
农产、特产、小吃等组成的扶贫集市。

人气带来财气，忠县县城的彭四
烤鱼随即在下坝沟开起了农家乐。开
业三周，农家乐的收入6万多元。在彭
四烤鱼的示范带动下，下坝沟附近的
10多户村民开始装修房屋，准备建农
家乐、开民宿。

秦建华家的房子就在七彩湖边
上，因为搬到镇上居住好几年了，他并
没有打算整修老屋。现在，美丽乡村
儿童主题乐园建起来了，女儿的心愿
实现了，他又有了新计划——养100多
只鸡、40只鸭子，将老家房屋修葺一
新，准备开农家乐。

忠县乌杨街道山沟里建起美丽乡村儿童主题乐园

“女儿的心愿在家门口实现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22
日，重庆气温骤降，有些高山地区甚至
下起雨夹雪。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内各
大景区获悉，我市旅游已切换至“冬游”
模式，丰富多彩的冬季产品已陆续上
架，供市民游客悦享“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的冬之旅。

“目前，金佛山虽然还没有下雪，但
北坡滑雪场通过人工造雪，已具备滑雪
条件，开始试营业。”南川区文化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称，第22届中国重庆金佛
山冰雪季将于11月28日正式启幕。

武隆仙女山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虽然暂未降雪，但景区已做好相关
准备，并正在策划仙女山国际冰雪节。
此外，江津四面山、城口黄安坝等高山景
区也做好了准备，迎接赏雪游客前往。

除了赏雪玩雪外，作为“世界温泉
之都”，温泉旅游是重庆冬季旅游的一
张王牌。据介绍，今冬我市不少温泉景
区将让游客耳目一新：经过提档升级的
南温泉已正式对外迎客，新增了26个
特色泡池，并在我市创新开发了首个飞
瀑冲击浴；北温泉景区新建了缙云山北
温泉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温泉谷核心
区正在积极推动将大众温泉转型为集
温泉博物馆等为一体的综合型健康养
生项目。

此外，赏红叶是我市冬季旅游又一
热门选择。第十四届中国·重庆长江三
峡（巫山）国际红叶节已于11月20日
启幕，推出13条红叶游览线路，供游客
尽赏巫山美景、畅品巫山美食。

赏红叶、泡温泉、滑雪戏雪……

重庆旅游切换
至“冬游”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我市多个
区县气温跌至个位数。据市气象台预
计，未来三天我市仍以阴雨天气为主，

其中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东北部地
区雨势稍大，海拔1200米以上地区有
雨夹雪或小雪。

重庆也下雪了，据城口黄安坝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21 日 13 时左
右，海拔2200米左右的黄安坝景区
开始降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
降，雪后的黄安坝景区，银装素裹，
分外美丽。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大部
分地区气温在5-13℃之间，中心城区
气温在8-12℃之间，气温逐日有略微
的升高。

城口黄安坝景区下雪了

重庆多个区县气温跌至个位数

小雪节气 气温骤降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1月22
日，以“千里江山入画 百年梦想共圆”
为主题的第七届重庆市梦想课堂·自然
笔记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委、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文化旅游委、市林业
局、团市委、市科协、市关工委主办，少
年先锋报社、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等单位或机构承办。

大赛时间为今年11月至2021年7
月，参赛对象为所有社会公众，重点面
向4至18岁儿童及青少年，共设置亲
子家庭组、小学一二三年级组、小学四
五六年级组、中学组4个组别。参赛作

品分为自然感知、科学探究、人文发现
三类，以图文结合的自然笔记形式呈
现。

本次大赛还将面向参赛中小学生
甄选出10名“小小自然代言人”，面向
相关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征集自然笔记
课程方案及自然笔记育人价值研究论
文。期间，还将依托梦想课堂举办自然
笔记微展览、长江流域地区自然笔记邀
请赛，编写自然笔记育德课程和论文
集，举行“自然大巴”进校园、进社区、进
商圈等系列活动。

即日起，参赛者可开始制作自然笔
记作品，并于2021年3月底前通过“自
然笔记大赛”微信公众号报名参赛。

第七届重庆市梦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月22
日，依托重庆金融研究院、渝中区人民
政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以下简称上海高金）成立的重庆高级
金融研究院在渝中区揭牌。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高级金
融研究院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金
融专业智库，旨在以政策为导向，聚焦
中新金融机制，为重庆乃至西部各省市
及中国金融事业全面赋能。作为中新
金融峰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重庆高
级金融研究院的设立，既是沪渝金融合
作的重要成果、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
中心的重要平台，也是渝中致力于内陆

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营造良好金
融生态的重要举措。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区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历史机遇，把加快
解放碑区域金融资源集聚、全力提升金
融集聚区能级作为首要任务，着力打造
重庆金融街金融总部集聚区、外资金融
集聚区、中新合作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金融历史文化风貌展示区、新型金融集
聚区、金融中介集聚区等六大金融集聚
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消费金融、金融
科技等新兴金融业态，持续提升金融能
级，推动全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沪渝携手打造高端金融智库

重庆高级金融研究院在渝中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丰都麻
辣鸡、三元红心柚、恒都牛肉、长坡风
萝卜……11月22日，在中国西部消费
扶贫中心，重庆市消费扶贫周系列活
动迎来丰都专场，通过“线上＋线下”
展示展销丰都特色农产品。当天，山
东枣庄东西扶贫协作、市内对口帮扶
的十余家企业现场签订了5500万元
采购订单。

本次活动以“消费扶贫 畅享丰味”
为主题。记者看到现场搭起了丰都麻辣
鸡专区，七八家不同品牌的麻辣鸡企业
均推出试吃体验，原价88元一斤的麻辣
鸡，一律只卖68元，吸引不少市民品尝、

购买。而在当天的直播带货环节，主播
推出丰都锦橙、三元红心柚、高山红苕等
农产品秒杀活动，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丰都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
“消费扶贫周”活动，旨在吸引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到丰都消费扶贫中来，多渠道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推动贫困地区扶
贫产业持续发展。

据了解，在为期7天的消费扶贫周
期间，丰都还将举办深度贫困乡镇（三
建乡）扶贫成果展、扶贫产品展销、直播
带货、民俗文化展演、乡村旅游推介等
9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位推介丰都
农特产品。

丰 都 消 费 扶 贫 周 启 动
首日揽下5500万元采购订单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颜玮)11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
区获悉，在2020年“庆丰收·迎小康”中
国村歌大赛上，我市江津区珞璜镇合解
村原创村歌《大美合解村》以总分第一
名斩获全国一等奖、最佳组织奖、最佳
创作奖、最佳表演奖和最佳人气奖共五
个奖项。

此次中国村歌大赛总决赛场地设
在“中国村歌发祥地”浙江省江山市大
陈乡大陈村，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新时代农民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

大赛采取赛区制，取东南西北中五
大赛区前三名进入总决赛。江津区珞
璜镇合解村村歌《大美合解村》从全国
近千首参赛村歌中层层晋级，成为重庆
市唯一入选作品出战总决赛，最终获得
一等奖。《大美合解村》创作于2014年，
词曲作者均是土生土长的合解村民。
该歌曲融民风村景乡情于一体，不仅歌
唱腰包鼓了后的幸福生活，还展示了文
化自信，增强了村民间的凝聚力。

江 津 合 解 村 村 歌 获 全 国 一 等 奖

重奖100万元！2020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全球征集作品
11月20日，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

组委会宣布：2020“智博杯”中国（重
庆）工业设计大赛增设至尊奖1名，奖
金100万元人民币，面向全球征集优
秀设计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今年12
月 31 日，登录官网 www.sccid.org.
cn就可报名。

据了解，“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
由重庆市政府主办，市经济信息委和
巴南区共同承办，是我市唯一一个省
部级的工业设计大赛。本次大赛主题
为“智能设计、智汇重庆”，面向国内外
企业、院校及个人征集。参赛作品分
为产品设计、概念设计、服务设计3
类。除了100万元的至尊大奖之外，
每类设计作品还将分别评选出1名金
奖，奖金10万元；2名银奖，奖金5万
元；3名铜奖，奖金3万元，奖金总额累
计超过180万元。

除了重磅奖金之外，本届大赛还
将力推优秀设计作品走向市场，实现
产业化。为此，大赛将建立优秀作品

产业化数据库、专家工作站，打造大赛
成果孵化基地，设立创意设计孵化基
金，举办线上线下优秀作品发布对接
会、设计成果路演孵化等系列活动，从
工业互联网、创投孵化、品牌推广等方
面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

重奖背后 彰显设计引领创新

设计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
构成了当今世界创新发展的3个重要
驱动力。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工业
设计发展，为加快重庆工业设计发展，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设计孵化平台、设
计创新平台，“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
应运而生。

设立百万大奖、面向全球征集优
秀作品、成立产业孵化基金，力推设计
成为产品、真正走向市场……一系列
举措的背后，彰显了重庆打造智造重
镇、建设智慧名城，在开启“十四五”新
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设计引
领创新”的坚定决心。

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工业设
计成为了产业链创新的起点，是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0
年7月，工信部、重庆市签署部市合作
协议，共同推动重庆市工业设计产业
发展，助力重庆建设西部工业设计示
范之城，为我市工业设计发展再添动

力。

智汇八方 搭建设计创意平台

建中心、搭平台、引企业、育人才、
树品牌。目前重庆已建成锦晖、力帆、
长安、宗申、隆鑫、浪尖渝力6家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和40家市级工业设

计中心，吸引了浪尖、嘉兰图、博乐等
一批国内知名工业设计公司落户重
庆；建成D+M智造工场、忽米网、猪八
戒、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西南中心等
一批行业服务平台；规划启动了重庆
工业设计产业城、巴南工业设计园、两
江新区设计公园等一批工业设计集聚
区；涌现了长安CS系列、小康风光ix
系列等一批优秀原创设计成果；在全
国率先建成工业设计专业职称评价体
系，完成首批工程技术工业设计专业
高中级职称认定工作，通过正高级工
业设计师25人、高级工业设计师89
人、工业设计师92人，在行业内反响
强烈，标志着工业设计领域正式拥有
专属的职业发展通道，集聚了一批优
秀工业设计专业人才。

目前，重庆6家国家级和40家市
级工业设计中心拥有设计相关从业人
员5148人。截至2020年9月，全市两
级工业设计中心开展设计项目2000
余个，其中设计项目产业化1400余

个，实现销售收入747亿元，工业设计
服务收入实现9000余万元。

深度融合 激发巨大产业潜能

市经济信息委二级巡视员谭亚君
表示，此次大赛的举办不仅能培养和
发现设计人才，也将成为推动重庆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作为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
重庆已形成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超2万
亿元的工业产值，孕育着巨大的设计
需求，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和应用空间。

新时期，工业设计在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必将发挥出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设计赋能，让产业更具活
力、让生活更加美好，推动重庆成为创
新突出、特色明显、体系完善、工业设
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西部工业
设计示范之城。

文图/马小钰

2020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专场推介会

注销采矿许可证公告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23日

荣规资矿公〔2020〕001号

序号

1

2

3

矿山名称

重庆市天一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荣昌县升安建材加工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常安建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262009117130042110

C5002262009067130028541

C5002262014037130133467

注销时间

2020年11月9日

2020年11月9日

2020年11月16日

联
合
水
库
变
成
了
七
彩
湖
景
区
。（

受
访
者
供
图
）

11月22日,解放碑步行街,市民纷纷穿着冬装抵御寒风。当日是农历小雪节
气,重庆天气陡然从“暖冬”转为“寒冬”,主城气温不足10℃。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