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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叠石花谷看花、到钓鱼城寻古、在东
街过年、游巫峡梦境……春节假期，重庆文
化旅游又一次“火”出圈。

全媒体推介、活动推广、沉浸式互动，
“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推介活动春节期间
再次成为游客关注的焦点，全网阅读量达
1.57亿次，也成为重庆旅游新路书。据悉，
春节假期，14个上线打卡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102.75万人次，有力促进了重庆文旅产
业复苏，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创意策划、要素转化、流量转化、产业
孵化和资源优化……“打卡巴渝美景”全媒
体推介活动成为互联网时代文旅营销又一
经典案例。

创意推广
奏响文旅营销“大合唱”

在持续扩大和释放全市区县“晒文化·
晒风景”和“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的影响力、成果转化率基础
上，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
网信办、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
合主办，全市各区县委宣传部、网信办、文
化旅游委承办的“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推
介活动于去年12月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首批遴选了50个有品质、有
市场提升空间的景区景点作为推介对象，
采取“媒体推介+活动推广”的组合方式进
行宣传营销推广。

尤其针对“Z世代”，即以90后、95后
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一代，他们
追求自由时尚、喜欢网络购物、注重生活品
质，钟爱个性化、互动化、可视化、社交化、
体验式的文旅体验消费，是体验消费新的
主力军。本次活动创新策划组织了“打卡
巴渝美景”网络直播、“打卡巴渝美景·重庆
聚惠玩”沉浸式全程互动打卡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活动。一篇篇精美文章见诸报
端，一帧帧高清视频上传网络，以各景区的
优美“独唱”，融汇成了“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的文旅“大合唱”。

数据显示，截至春节假期结束，该活动

共上线叠石花谷、融创文旅城渝乐小镇、巫
峡·神女景区、钓鱼城、统景温泉风景区、南
天湖景区、濯水景区、816小镇、海兰云天
温泉度假区等14个景区，全网点击量达到
1.57亿次、参与互动打卡人数达13.8万人
次、送出奖品10万余份，有力营造了文旅
营销氛围。

流量变现
文旅消费复苏向好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如何把流量变“留
量”？仍需以市场为主导，景区自身发力。

“得益于‘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推介
活动的成效，今年春节期间，南川东街旅游
人气非常旺。”南川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东街是南川新开街不久的一个景

点，急需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打卡巴渝
美景”全媒体推介活动今年2月上线了该
景区，传播效果非常好，春节期间该景区游
人如织，非常火爆。

酉阳叠石花谷景区是将文化、旅游、扶
贫、乡村、艺术等有机融合，就地取材打造
的一个新景区，于 2019 年 10 月开门营
业。“我们是首个在‘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
推介活动中上线的景区，在上千万粉丝流
量拉动下，景区人气迅速恢复，春节期间仅
靠本地游客支撑，日均购票入园的游客就
达5000多人。”景区负责人称。

“我们也是一个新景区，急需树品牌和
引游客。‘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推介活动
雪中送炭，首批上线了我们度假区，给了我
们一次面向游客的重大机遇。”武隆懒坝国

际艺术度假区负责人陈勇称，春节期间，该
度假区人气火爆，酒店更是一床难求。

不仅如此，春节假期，本次活动中上线
的打卡景区结合“这么近那么美·重庆人游
重庆”主题活动，还推出了一系列亮点纷呈
的活动吸引游客，市场反馈非常好。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已上线14个打
卡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2.75万人次，其中
沙坪坝融创文旅城渝乐小镇接待游客
29.26万人次，黔江濯水景区接待游客6.8
万人次，巴南南温泉接待游客6.2万人次，
带动和提振文旅消费明显。

两端发力
堪称品牌营销经典案例

“打卡巴渝美景”全媒体推介活动也引
起了不少业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本次活动以资源为基础，以人的需求
为出发点，展现了思想和战略的高度。”中
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
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称。

在他看来，本次活动的思路创新至少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单打独斗”转变
为“协同作战”，大幅提高了文化旅游宣传
推介的统筹协同和工作力度。二是由“单
向输出”转变为“双向互动”，极大提高了文
化旅游宣传推介的覆盖面和参与感。

“本次活动遵循了对外传播规律、新兴
媒体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仅是讲
好旅游故事的生动实践，也牵住了流量经
济的‘牛鼻子’。”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李宜篷称。

国内知名旅游达人素满多也表示，本
次活动通过文图、视频、直播等形式，回归
旅游营销本质——所见即所得，给观众强
烈的代入感或沉浸式体验，是一次非常有
益的尝试和探索。

春节假期重庆14个打卡景区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

“打卡巴渝美景”成重庆旅游新路书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教育部获悉，2021年高
考全国统考时间“回归”，确定为6月7日、8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2020年高考曾延期至7月举行。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
考生和考务人员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认真落实入场
体温检测、考场全面消毒、通风、保持间距等措施。开展全覆盖式防
疫教育和防疫培训，确保全体考生和考务人员熟知防疫知识和操作
流程。

为完善高考入学机会公平保障机制，通知要求，继续将招生计划
增量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继续实施重点高校专项计划。
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
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进一
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核，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高考移民”，切实
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今年，新高考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
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落地。通知要求加强全流程全员模拟演
练，确保改革平稳落地。

在命题方面，通知强调，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
和引导，增强试题开放性、灵活性，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
现象。强基计划试点高校要完善招生程序和办法，着力选拔“有志
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

为进一步规范高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通知强调，除
教育部规定的特定事项外，只能将考生的高考成绩信息提供给
考生本人及有关投档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中学及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
考生”等。

今年全国高考时间定了！
仍为6月7日、8日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8 日电 （记者
谭晶晶）美国“毅力”号火星车18日在火星
成功着陆，将寻找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的生
命迹象。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毅力”号于美国
东部时间18日15时48分许（北京时间19
日4时48分许）进入火星大气层，在7分钟
内完成进入、下降和着陆，于15时55分许
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着陆。

随后，任务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毅力”号登陆火星后拍摄并传回地球的第
一张照片。

美国航天局表示，“毅力”号成功完成火
星着陆，但其探索火星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未来数周“毅力”号将进行一系列测试，随后
开始对耶泽罗陨石坑长达两年的探测任务。

美国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表
示，“毅力”号是美国航天局迄今为止最宏
大的火星车探测任务，主要任务是寻找火
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迹象。为找到答案，
任务团队为“毅力”号在耶泽罗陨石坑着陆
做了最充分准备，这个区域也是有史以来
探测器登陆火星最艰难的区域。

“毅力”号于去年7月30日从美国佛
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在
历经203天飞行后抵达火星。“毅力”号是
美国航天局造访火星表面的第九个探测
器，其任务包括寻找火星远古时期可能存
在过的生命迹象，探索火星的地质和气候
特征，为未来人类探索和登陆火星探路等。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毅力”号将是首
个从火星采样以供送回地球的探测器，它
从火星上采集的岩石和土壤样本未来将在
其他火星探测任务中被带回地球。

首架火星直升机“机智”号随“毅力”号
一同在火星着陆。“机智”号成为首架在其
他行星飞行的直升机，任务团队将通过它
验证在火星大气层飞行所需要的技术，为
研发未来机器人或人类探索火星时携带的
先进飞行器打下基础。

美“毅力”号火星车着陆 开始寻找生命迹象
将主要对耶泽罗陨石坑进行探测，首架火星直升机“机智”号一同抵达

“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庆
迎来大发展机遇。新年伊始，
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启动全球招
聘，推出包括副总编辑、副总经
理、外籍记者、海外社交媒体运
营编辑、英文记者等8个岗位
共14个职位，寻找有创意、愿
意投身于对外传播事业的媒体
人。

经过近3年的发展，重庆国
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作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运
营管理的海外传播专业媒体机
构，重庆国际传播中心负责建设
和运营 iChongqing海外传播
平台矩阵，向海外用户讲好重庆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扩大重庆
在海外的影响力。从2018年8
月 iChongqing英文网站上线
以来，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同步在
Facebook、 Twitter、 You-
Tube、Instagram、Linkedin等
海外主流社交 媒 体运营了

iChongqing账号，形成海外网
络传播1+N的媒体矩阵，创办
了“智汇八方”全球媒体线上服
务平台。

据介绍，本次招聘将进一步
充实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内容
生产和运营拓展队伍，加强
iChongqing 外宣平台矩阵的
建设、国际媒体合作、外宣央媒
对接服务，更好地服务重庆乃至
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建设。

招聘职位详情：

http://cq.cqnews.net/
html/2021—02/10/content_
51248515.html

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
请来重庆国际传播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2月19日从市城投集团获悉，朝
天门、东水门和千厮门三座大桥将上“新妆”！目前，跨江大桥增设垂
直升降梯（朝天门大桥）、朝天门大桥品质提升项目正进行施工招标，
计划今年动工。两大项目建设工期约540天，将于明年建成。

据了解，朝天门大桥品质提升项目分为江北侧生态休闲公园、南岸
侧生态运动公园、大桥主体品质提升三个部分。其中，江北侧生态休闲
公园设计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南岸侧生态运动公园设计面积约1.7万
平方米；大桥主体品质提升主要包括大桥表面清洗与涂装、大桥人行道
改造、大桥落水管更换等。

跨江大桥增设垂直升降梯（朝天门大桥）位于朝天门大桥两侧桥
头。其中，江北侧设1号和2号垂直升降梯，1号垂直升降梯楼梯总
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建筑高度64.57米，2号垂直升降梯楼梯总
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建筑高度64.57米；南岸侧设3号和4号垂
直升降梯，3号垂直升降梯楼梯总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建筑高度
56.75米，4号垂直升降梯楼梯总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建筑高度
58.75米。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朝天门大桥外，东水门大桥、千厮门大桥
今年也将实施品质提升工程，主要“美容”手术包括桥身涂装、综合
管网改造、硬质铺装等。此外，千厮门大桥渝中区洪崖洞侧还将打
造城市观景阳台，方便市民和游客更好地领略重庆这座立体城市
的新风采。

建生态公园 设垂直升降梯 造城市观景阳台

朝天门、东水门、千厮门
三座大桥将上“新妆”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 梅
世雄 梅常伟）“对于为国牺牲和负伤的英
雄烈士，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就媒体报道边防斗争一线官兵事
迹、英雄烈士抚恤善后工作等情况，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9日答记者问时作出
上述表态。

有记者问，解放军报近日刊发反映中
印边境任务部队官兵卫国戍边先进事迹的
综合性报道，中方这样做的目的意图是什
么？

任国强说，在近一阶段维护中国国家
领土主权和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斗争
中，中国边防部队涌现出一批热爱和平、忠
诚使命、捍卫正义的英雄官兵。

任国强指出，2020年6月印军非法越
线、率先挑衅、暴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人
员，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谷冲突，造成双方
人员伤亡，责任完全在印方。冲突发生后，
中方为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推动局势
降温缓和，保持了高度克制，体现了中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的气度担当。但印方多次渲
染炒作有关伤亡事件，歪曲事实真相，误导
国际舆论，污蔑中国边防部队官兵。

“历史不容篡改，英雄不能遗忘，中国
媒体对英雄事迹进行公开报道，是客观报
道事实的媒体责任，有利于澄清真相，以正
视听，让世人看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任国
强说。

任国强表示，中方对解决中印边境问

题的立场是清晰的、一贯的、真诚的，始终
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始终致力
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始终致力
于尽快推动局势降温缓和，尽快恢复中印
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有记者问，根据公开报道，中央军委将
牺牲和负伤的官兵称为新时代卫国戍边英
雄官兵，并向其中2名官兵分别授予“卫国
戍边英雄团长”和“卫国戍边英雄”的荣誉
称号，其内涵和意义是什么？有关抚恤优
待情况如何？

任国强说，授予荣誉称号是中国军队
对在作战、训练或者其他工作中，功绩卓
著、有特殊贡献，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和
推动作用，堪称楷模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的

重大奖励。这次公开报道的官兵，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培育成长的钢铁战士，是“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是对党绝对
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时代先锋。

任国强表示，党、国家和军队对军人的
抚恤优待高度重视，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有关规定，做好英雄烈士的抚恤善后工
作。中国人民有珍视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全社会一贯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

“对于为国牺牲和负伤的英雄烈士，祖
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
雄烈士们的家人会得到妥善的安排和照
顾。”任国强说。

国防部：

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为国牺牲和负伤的英雄烈士

“打卡巴渝美景”之巫山神女景区。 何志宏 摄/视觉重庆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 马
卓言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
表示，中方媒体刊发反映中印边境任务部
队官兵卫国戍边先进事迹的报道，公布加
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事实真相，有利于人们
了解事实经纬和是非曲直，也是对卫国戍
边英雄官兵的应有敬意。“我们将永远铭
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
记。”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解放
军报》刊发了反映中印边境任务部队官兵
卫国戍边先进事迹的报道，证实在去年6
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中，中方有4名官兵牺
牲，1名团长重伤。请问中方此时公布有
关情况的考虑是什么？

华春莹说，去年 6月发生了加勒万
河谷冲突事件，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责

任完全在印方。中方为维护两国两军关
系大局，推动局势降温缓和，保持了高度
克制，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气
度担当。但印方多次渲染炒作有关伤亡
事件，歪曲事实真相，误导国际舆论。现
在《解放军报》刊发有关报道，公布事实
真相，有利于人们了解事实经纬和是非
曲直，也是对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应有
敬意。

“有关报道出来后，我反复阅读了好几

遍，心中非常感动。这些戍边英雄官兵的
事迹，给了我们很大震动。”华春莹说，比如
陈红军当时还有4个多月就要当爸爸了，
肖思远憧憬着未来娶上心爱的姑娘，但是
很可惜，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而是把生命
和青春永远地留在了高原，为捍卫国家领
土主权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献出了生
命。“我读到18岁的陈祥榕写下的‘清澈的
爱，只为中国’，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每一位

英雄烈士都值得怀念，值得尊敬。我们将
永远铭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
忘记。”华春莹说。

华春莹表示，中方对解决中印边境问
题的立场是清晰的、一贯的，中方始终致力
于通过对话妥善解决争端，维护边境地区
的和平稳定。希望印方同中方共同努力，
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
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两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

外交部：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戍边英雄

【“毅力”号小资料】

长：约3米
宽：2.7米
高：2.2米
（不含机械臂）
飞行时间：203天
重量：约1026千克，相

当于一辆小汽车大小，是迄
今美国航天局建造的体积
最大、重量最重的火星车

这张示意这张示意
图 显 示 美 国图 显 示 美 国

““毅力毅力””号火星号火星
车在火星着陆车在火星着陆
的过程的过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