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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 实习生
柏雨欣）2月8日，“这么近那么美·来
主城都市区过幸福年”主题活动在南
温泉正式启幕，主城都市区各区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40余项文
化旅游主题活动邀请市民欢度新春佳
节。

这些文旅节庆活动涵盖迎春庙会、
非遗文创节、科普活动、灯会等，如南岸
区将举办海昌海洋公园极地冰雪节、新
年植物科普活动，渝北区将举办圣名游
乐城新春互动游艺活动、两江影视城
2021新春游园会，巴南区将举办南温

泉灯会、非遗文创节，南川区将举办金
佛山冰雪年味主题活动、“东街回来了”
年味主题活动，大渡口区将举行义渡灯
会等。

除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外，主
城都市区各区县还推出了不少精品旅
游产品和各类优惠措施，如江津四面
山将免费送出5000张门票，汉海海洋
公园推出生肖特惠票和新春亲子特惠
票，永川乐和乐都主题乐园推出针对
中小学生75元/人的特惠价，南川金
佛山推出了5折购门票、神龙峡免门
票等优惠。

“这么近那么美·来主城都市区过幸福年”主题活动启幕

40余项文旅活动邀你欢度新春佳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2月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南山植物园了解
到，经过一年多升级改造，用17万张金
箔重塑“金身”的南山大金鹰已经完工，
将于今日重新对外开放。

南山大金鹰雕塑建成于1998年3
月，是重庆地标性建筑。2019 年 11
月，我市开始对南山大金鹰进行升级改
造施工。

此次大金鹰施工采用传统贴金工
艺，材料为每张长宽均为9.33厘米金
箔。施工期间，工人需用小刷子轻轻刷
动，让金箔与鹰体表面完美贴合。大金
鹰表面金箔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本
次施工重新贴了17万张金箔。

除了为大金鹰贴上金箔外，本次还
对金鹰内天棚、墙地面装饰、步游道、安
全护栏、景观平台、景区大门、停车场等
区域进行了升级。

大金鹰重新开放后，票价维持不变
为15元/人，开放时间为9∶00-22∶00
点。南山植物园特别提醒，因疫情防控
要求，游客需实名购票，出示健康码，佩
戴口罩，有序游览。

大金鹰雕塑由四川美术学院原院
长、著名雕塑家叶毓山设计，整座雕塑

是水泥浇铸而成，高约32米，其中包括
22米高的巨鹰和10米高的海螺，是南
山上的制高点之一。

南山大金鹰重塑“金身”对外开放

2月8日，南山大金鹰已经完工，将
于今日重新对外开放。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彭瑜

2月5日上午10点，江津区东门
广场，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低矮的挡
墙外，一个水坑足足有3米深。

“有娃儿掉下去就麻烦了。”市民
郭林拿出手机拍照，发送到环境卫生
志愿群，并留言：建议用围挡将水坑围
起来。

10分钟内，江津区城市管理局、
鼎山街道等相关人员赶到现场踏勘。
当天，施工队伍就在水坑周围建起了
围挡。

“马路办，就得马上办！”江津区相
关负责人称，在城市管理中，江津区推
行“马路办公”，在马路一线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探索
形成了“一马当先、千军万马、马不停
蹄”的“三马”工作法，促进了“大城智
管、大城细管、大城众管”。

一马当先：党员干部带头干

自江津区启动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工作以来，该区各级领导以路为岗、服
务基层，上街找问题，现场解决市民反
映的各种城市管理难题。

以圣泉街道为例，自重庆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建成投用以来，学院周边

陆续出现了101家经营小吃、副食的
摊贩，生意火爆。经营摊主80%为周
边的拆迁户，承租关系复杂，且多数经
营场所未经审批，违法建筑面积约
1.28万平方米，存在市场秩序混乱、环
境卫生差等诸多问题，先后两次拆除
都无功而返。

“攻坚克难，党员干部要一马当
先，冲锋在前，带头到一线去分析情
况、化解问题。”江津区城市管理局局
长刘荣刚说。

由此，江津区组织力量开展“马路
办公”联合整治，区创卫办、区整违办、
区城管局、圣泉街道等单位多次组织
现场踏勘，提出方案。随后，圣泉街道
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为
组长的违法建筑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通过面对面与违建对象交谈、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集中力量统一拆除
等方式，彻底根治了该区域违法建筑
乱象。

刘荣刚坦言，党员干部下沉一线、
变为群众“身边人”，带来了化解问题
的政策、资源，思路，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也为全面开展“马路办公”探索
了思路。

千军万马：干部群众齐动员

在几江街道，老旧楼院近1000
栋，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较差、物业
管理缺失、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
问题。

“既要有一马当先的开路先锋，又
要有千军万马的战斗队伍。”几江街道
副主任杨文利说，要管理好城市，干部

是关键，居民是主体，只有干部、群众
携起手来，形成“群众提出问题，助力
干部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才能把

“马路办公”走深走实。
几江街道15个村（社区）书记主

任扎实践行“出门就上班，随时查问
题”的城市管理理念，将身子扑到一
线、步子迈到居民身边，引导老旧小区
业主创新小区自治管理，充分调动群
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过去，桥南社区98号集资楼存
在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滞后、路灯
绿化损毁等问题。去年，几江街道协
同社区，组织群众多次开展马路办公
解决问题，并推行小区自治，建立起
长效管理机制。自此，98号集资楼
焕然一新。

“‘马路办公’只有得到群众的
广泛支持，才会见实效。”白沙镇综
合执法局局长周君昱介绍，该镇河
口村有一支由党员、群众组成的“爱
心服务队”，在开展环境整治行动中
主动发现问题、维护环境、劝导文
明，成为推进“马路办公”的重要力
量。

据统计，江津区参加城市管理的
志愿队伍52支4万人，1016名楼栋
长、2647名无职党员也参与其中，形
成开展“马路办公”的“千军万马”。

马不停蹄：快速处置讲效率

2月4日9时13分，双福街道双
福农贸市场后门，社区网格员曾雪梅
发现有游摊散贩占道经营，行人通行
不便。她随即通过手机App反映情

况。5分钟后，城管执法队员赵雪利
前往现场，引导商贩进入农贸市场规
范经营。

“发现情况，解决问题，要做到
马不停蹄。”双福街道执法大队负责
人刘松介绍，街道配备了96名社区
网格员，大力推行“一日双巡”，同
时，打造智慧双福平台，通过雪亮工
程指挥平台，实现了街道、社区、网格
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运行模式，对各
类社情民意、矛盾纠纷可快速反应并
处置。

刘荣刚表示，该区既要在化解问
题的速度上“马不停蹄”，也要在推进

“马路办公”规范化进程中，“马不停
蹄”完善体制机制，还要在从城市管理
到乡村治理的拓展中，“马不停蹄”实
现“马路办公”全覆盖。

鼎山街道在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中
全力推进街长、路长、巷长、楼长、店长

“五长制”与“马路办公”相结合，驻社
区领导与“五长”一起“马路办公”，及
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反馈城市综合
管理相关问题。

在白沙镇，“马路办公”正向乡
村延伸。过去，该镇恒和村因道路
狭窄，清运垃圾成了难题，以致垃圾
随便倒、人人绕道走。村民刘西才
反映了这一问题。很快，镇领导“马
路办公”为恒和村定制了小巧灵活
的清运三轮车。刘西才主动站出
来，每天无偿为周边村居转运清理
垃圾。现在，他生病了，村民王达和
又接过了垃圾收运的接力棒，马不
停蹄地穿梭在乡村公路上。

一马当先、千军万马、马不停蹄

江津以“三马”工作法推进城市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2月8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2021重庆新春线上房交会定于2
月12日（初一）至26日（大年十五）举
行。市民可登录重庆线上房地产展示
平台，选购心仪房屋。

据了解，本次新春线上房交会共有
62家开发企业、321个楼盘参展，可交
易商品住房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参展
项目涉及重庆市35个区县。融创、龙
湖、万科、金科等2020年销售TOP20
企业竞相亮相。

大年初一 线上房交会邀您选房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 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广播电视集
团（总台）获悉，“在重庆过年”2021重
庆市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重庆春
晚）将于2月9日19∶35在重庆卫视播
出。届时包括腾格尔、陈志朋、何泓
姗、吕一等实力明星将亮相重庆春晚，
与全国观众一起欢庆春节。

此次重庆春节联欢晚会以“在重庆
过年”为主题，设有主会场1个、重庆母
城渝中区分会场1个、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特别拍摄点1个。晚会不仅邀请
了多位实力明星，凌林、秦丹等本土明
星也将出现在舞台上，为市民带来小品
《街坊邻居贺新春》，让广大观众重温这
一经典剧目。此外，本次春晚在歌曲选
择上也兼顾了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广
大观众既能欣赏到《路灯下的小姑娘》
《失恋阵线联盟》《当》等多首经典歌曲，
也能欣赏到《少年》等潮流新曲。

此次重庆春晚紧紧围绕全民抗
疫、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这四个主题，把抗疫英雄以及奔走
在一线的扶贫干部邀请到晚会现场，
一起向奋斗者致敬。此外，还将青海、
云南、安徽等长江流域的文艺工作者
请到现场，为观众们带来极具地方特
色的文娱表演。

此次重庆春晚首次采用5G环绕+
自由视角。“我们在舞台现场部署了
120度扇区、54台高清摄像机，采用
3D环绕特效的拍摄手法。”重庆春晚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全方位无死角的
拍摄形式将定格精彩瞬间，为广大观
众带来身临其境般的观感体验。

此次重庆春晚于2月9日19:35
分在重庆卫视首播。届时，重庆卫视
的快手、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今日头
条号、百家号、视频号、微博等也将同
步直播。观众们只需登录这些平台，
搜索“重庆卫视”即可观看。2月10日
起，重庆有线、IPTV将开启回看点播
渠道；2月 11日 15∶00、2月 12日 1∶
00、22∶30重庆卫视将对此次重庆春
晚进行重播。

2021 年重庆春晚今晚重庆卫视首播

好去处

▲2月8日，渝北区兴隆镇徐堡村，村民们在院坝
里包汤圆，热热闹闹迎新春。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

2月7日，
江北区宏帆望海
花市热闹非凡，
众 多 市 民 前 来
选购鲜花，为家
里 增 添 年 味
儿。连日来，鲜
花 市 场 持 续 火
爆，该市场部分
鲜花卖断货的情
况时常出现。

记 者 罗 斌
摄/视觉重庆

▲2月8日，荣昌区铜鼓镇高山村，脱贫户刘佰菊
一家正吃着团年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村电商平
台对其团年饭进行了网络直播，让广大网友一起感
受脱贫户的新年喜悦。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2月8日，梁平区云龙镇三清村，农民在“三清菜
乡”蔬菜种植基地采收蔬菜，以保障春节市场供应，丰富
居民的“菜篮子”。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两江四岸再添好去处——九龙坡区九滨路上备受关注的九龙滩“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工程九龙滩广场童趣乐园2月9日正式向市民开放。据介绍，九龙滩广场项
目的九龙梯、亲水道、垂直绿化、万里长江图等景观已于上月开放，9日开放的是童趣
乐园等，届时一座碧岸连天的大型滨江公园将给市民带来更多乐趣。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九龙滩童趣乐园今日开放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就地过年，不打堆堆；戴好口罩，
防护安全……”2月3日清晨，艾义明
和另外4位志愿者用手中的小喇叭喊
着话，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楼院
哨兵”，他们每天都要在小区32栋高
楼间走上两圈。

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跟着北碚
区蔡家岗街道碚都佳园公租房小区

“楼院哨兵”志愿者小队一起巡哨。
该小队有艾义明、余明琼、徐永

淑、韩有英、杨素华 5 位“楼院哨
兵”。63岁的艾义明是志愿者小队
领队，巡查完固定线路后，他都要针
对前一天情况安排当天额外任务：

“没有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上次
那个住户的车忘了锁，这次要留心车
库。”

碚都佳园是个有着3万人的大型

公租房小区，而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0
余人。

“人数相当于一些乡镇了，管理服
务起来确实有些棘手。”碚都佳园社区
党委书记彭春花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社区招募了一批热心居民担任

“楼院哨兵”志愿者。热心肠的艾义明
和其他28名志愿者成了小区第一批

“楼院哨兵”。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当地

“楼院哨兵”们并没有解散，而是筛选
了部分人员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这样，艾义明等5位热心居民成为固
定的“楼院哨兵”，除疫情防控外，还配
合社区开展安全巡逻、隐患排查，收集
社情民意。

白天、晚上各一次，该小队每天都
要按固定线路巡查楼栋电梯、交通要
道、车库、消防设施、化粪池等，小喇叭
不定时在小区里响起。

当天晚上11点多，徐永淑的微信
步数已超过1万步。“步数天天排名靠
前，朋友们都以为我坚持锻炼呢。”徐
永淑笑称。

在“楼院哨兵”的行走中，小区安
全隐患得到及时发现和解决。

今年1月的一天，D组团6栋的一
个住户短暂外出，忘了关闭取暖设备，
引燃了家中的猫窝、被褥等，整个房间
浓烟滚滚。幸好被巡逻的“楼院哨兵”
及时发现，并通知物管、消防等紧急处
理，避免了一场火灾事故。

“家中失火等隐患，夫妻吵架等纠
纷，小偷小摸等违法问题，在他们及时
发现、跟踪关注中得以有效处理。这
么大一个社区，实属难得。”社区民警
这样评价。

“我们只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家
做点事情。”艾义明说，志愿服务让自
己更加理解社区工作者，希望能一直
做下去，让小喇叭不仅发挥宣传作用，
还要让居民更加安心。

经过一年多的巡查，他们对小区
的每一个地方都了如指掌。“交通路
口是事故多发区，电梯、车库、化粪
池、电气设备要实时查看，社区重点
人员、矛盾纠纷等大事小事都要兼顾
到。”

北碚“楼院哨兵”志愿者的一天

看春晚

逛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