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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重庆市总工会和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温暖在您身边，爱心翼站”关爱
行动揭牌仪式在重庆电信南坪营业厅举
行。本次“爱心翼站”关爱活动仪式的启
动，为电信行业服务资源开放共享这一重
要举措吹响了强有力的号角。

“爱心翼站”的建立是中国电信重庆
公司在一直秉承着“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的理念基础之上，切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用实际行
动践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充分
发挥营业服务网点的便利作用，定位为老
年人、残疾人、快递小哥及环卫工人等户
外工作者休憩补给、智能技术科普等有温
度的公益优抚和爱心服务专区。

关于“爱心翼站”，中国电信重庆公
司在已建立了200多个适老化服务台席
基础上优化升级，截至到今年4月，又在
核心厅店建成44家“爱心翼站”，共有爱

心大使约 200 名，覆盖了全市每个区
县。除已经对户外劳动者进行一些关怀
活动外，还开展了适老化服务“科技助老
微讲堂”。

“爱心翼站”的公益服务在本阶段包
括12项基础服务和5项特色服务，基础服
务包括进厅休息、饮水供给、便民服务、手
机辅导、手机充电、WIFI网络、餐食加热、
手机消毒、洗手间、轮椅、雨伞、无障碍通
道，5项特殊服务包括智能科普微讲堂、智
能助老产品体验、爱心大使的专人接待、
预约上门解决宽带卡顿和家庭安防以及
特别增加了社区主动服务。

本次仪式上，重庆市总工会副主席谭
耀青在致辞中说道，户外劳动者是广大劳
动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递小哥、环卫
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中国电信
建立的“爱心翼站”服务站点，切实让广大

户外劳动者感受了关怀与温暖，传递了满
满的正能量。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副总经理凌泽亮
表示，为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中
国电信将“爱心翼站”建设运营列入“我为
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联合全国总工会
开展公益服务工作，鼓励电信青年志愿者
加入到服务中来，将持续承载户外劳动者
关爱、助残扶弱、科普教育等公益活动，真
正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值此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电
信重庆公司将积极并深入持续性开展“爱
心翼站”服务工作，在做好适老化服务工
作升级与延伸的基础上，面对优抚对象和
户外工作者，引导社会更加理解和重视他
们的需求，获得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山城
更加温暖动人。

谢恒 图片由重庆电信提供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和重庆市总工会共同启动“爱心翼站”关爱行动

重庆电信”爱心翼站“致力于老年人、优抚群体、户外工作者们有温度的服务关怀

44家“爱心翼站”覆盖全市 可提供17项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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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5月 8日晚，“沿着高速看中国∙重庆”
G50沪渝高速-G42沪蓉高速重庆段全媒体
采访团从忠县出发，沿着G50沪渝高速重庆

段前行，经过长7.66公里、曾被称为西南地
区第一高速公路长隧的方斗山隧道后，就来
到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目前，到石柱高速公路有两条，分别是
G50沪渝高速和G5021石渝高速，在沙子互通
下道后，到华溪村车程不到20分钟。交通便捷
了，到马家院坝的游客也多了，很多村民吃上
了旅游饭。”石柱县中益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阴米茶一天最多要卖50多碗

5月9日上午，石柱县华溪村马培清家院
坝，大片绿油油的黄精，长势良好；木瓜树上，
结着一颗颗鸡蛋大的木瓜。

“好吃，好吃！入口即化！”院坝里，喝完
一碗阴米茶，一游客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一旁，为了买阴米茶，还有几名游客在排队。

马培清的儿媳谭明兰告诉记者，阴米茶
是石柱地道的美食。阴米是当地产的，在锅
里炒好后，配上自家做的醪糟、蜂蜜和熬制的

红糖，开水一冲，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茶就制
作完成了，售价3元一碗。

谭明兰称，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游客
多，最多一天，她制作的阴米茶卖了50多碗。

卖阴米茶并非谭明兰主业，她平时主要
在主题邮局上班，向游客推销当地土特产。

这个主题邮局是去年春建成的，当时马
培清一家还脱贫不久。因为邮局设在她家院
坝里，她也就被优先安排在邮局上班。尽管
只有小学文化，但凭着勤奋肯学，谭明兰很快
就能“独挡一面”了。

记者看到，主题邮局虽然不大，但里面整
齐摆放着大量当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和文
创产品。

“这是我手工制作的布老虎，每天抽空可
以制作2-3个。”谭明兰告诉记者，土家族的吉
祥物布老虎是纯手工缝出来的，制作布老虎的
染布、棉花等材料，由当地巾帼扶贫车间提供，
邮局每卖出一个布老虎，谭明兰都有提成。

还想学奶茶制作工艺

“现在吃穿不愁了，日子好了，生活更有盼
头了。我还想学习奶茶制作工艺。”谭明兰告
诉记者，目前，每天来村里参观学习的游客有
几百人，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奶茶等饮料畅销。

“奶茶工艺复杂，我学得慢，要多花些时
间，不过肯定能学会。”谭明兰说，到时学会了
制作工艺，就在院坝里现在已经开业的奶茶
店打工，这样她早上起来就可以开门迎客，晚
上睡觉前才结束营业，更方便游客购买。

谭明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每月收
益好的时候，加上工资，能挣三四千元；如果
学会奶茶制作工艺，今后收入肯定会大增。

高速路推动乡村游发展

中益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年来，中益
乡依托高速路网，加快修建乡村道路，聚焦

“中华蜜蜂小镇”主题定位，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构建“大研学”旅游格局。

目前，中益乡已建成全县首个面积达10
亩的黄精育苗基地，形成了中蜂、中药材、特
色蔬果三大支柱产业，中药材、特色蔬果种植
面积达1.8万亩，中蜂8000群，全乡粮经比
从过去的9:1调整到1：9。这些支柱产业宜
农宜旅，为乡村农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据悉，石柱县依托G50沪渝高速以及石
渝高速（即沿江高速），积极打造“中国最美生
态康养旅游目的地”，在民宿打造上注重融入
土家文化，创新经营模式，已建成集观光、休
闲、餐饮、会议、农耕体验等于一体的黄水镇
九居民宿、中益乡大湾民宿、全家院子等，极
大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

重庆高速集团称，夏季旅游旺季时，每天
前往黄水景区和中益乡沿线的车辆，达到
8000-9000辆次，约为平时10倍，其中大部
分是前往避暑的游客。

高速路带火石柱乡村游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 温馨 董雪）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7日说，日本把核污染水一排了之，得到的
只是一己私利，留给国际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将是无穷后
患。日本政府应正视自身责任，不得擅自向海洋排放核污
染水。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韩国海洋水
产部长官日前致函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称，日本在未与
韩协商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可能对
邻国安全和海洋造成巨大危害。韩呼吁国际海事组织考
虑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秉持《伦敦倾废公约》及其议
定书宗旨，以国际社会可接受方式处理日核污染水。中
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韩方行动表示理
解和支持。日本单方面宣布有关错误决定已经过去一个
多月，遭到包括中韩等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及日本
国内的强烈担忧和一致反对。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来自多国政府、国际组织、
环保团体和各国民众的抗议呼声装聋作哑、置若罔闻，迄未
正面回应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赵立坚说。

他表示，日本把核污染水一排了之，将危及全球海洋生
态环境安全，危及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日本有关决定不透
明、不担当、不负责。日方得到的只是一己私利，留给国际
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将是无穷后患。日本政府应正视自身责
任，与利益攸关方和国际机构协商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向海
洋排放核污染水。

外交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患无穷

据新华社沈阳5月17日电 （记者 张逸飞）辽宁省卫
生健康委17日19时许发布，5月17日0时至19时，辽宁省
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沈阳市2例，营口市2例
（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均为沈阳市报告。

截至5月17日19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22例
（含境外输入98例），治愈出院406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
14例。

辽宁17日新增4例确诊病例

□本报记者 杨骏

第三届西洽会即将举行。目前，各大参
展商开始入场施工搭建布展。

本届西洽会将设置8个展馆，它们有些
什么看头？本报记者为您提前打探。

N1重庆馆
来福士、单轨等重庆元素搬进展厅

N1馆是重庆馆，包括重庆综合展区、两
江新区及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展厅等多个展
区。

重庆综合展区整体造型以“开放的胸怀”
“张开的翅膀”为设计理念，有来福士、大剧
院、单轨和长江等重庆元素及地标，中间通道
以“江流”为载体，取“流水不腐”之意，寓意重
庆开放不止、勇立潮头。

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展厅使用
透明屏等高科技展陈设备，通过数据流、电路
板等造型的抽象图作为细节点缀，描绘出“智

慧两江”的宏伟画卷。

N2区域合作馆（省区市）
巨轮出海扬帆起航，突出区域合作

位于N2的区域合作馆（省区市），也是
本届西洽会的一大亮点。包括四川、广西、云
南三大主宾省区及宁夏、陕西、贵州、山东、山
西、浙江、内蒙古等，突出区域协作，共融共赢
发展的新格局。

“实力四川”板块在高低错落的LED立
柱中，将四川的相关数据通过动态视效的形
式滚动呈现，配以城市、风光、产业等场景化
的美景美图展示。

广西展馆以“巨轮出海、扬帆起航”为整
体造型，诠释广西独有的“沿海+沿边”的区位
和地缘优势，呈“乘风破浪、千帆竞发”之势。

云南省主要展示依靠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推进物流发展，“交通+旅游+冷链物流”等的
融合发展与烟草业、生物业、矿产业、旅游业
等经济支柱产业。

N3国际馆
“司南”造形展现“一带一路”经贸盛景

在N3国际馆中，国际合作展区造型借
用“司南”这一中国古代辨别方向用的仪器，
四面方向造型的整体布局，寓意来自四面八
方，路线纵横四海、纵横相交，交错相通，相互
融合和汇聚。加入集装箱和轮船设计元素，
展现“一带一路”经贸盛景，寓意陆海新通道

重要的战略意义。
主宾国展区展示了主宾国越南、印度尼

西亚、哥伦比亚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贸易、金融、通讯和电子商务、旅游和文化
等诸多领域的交往成果。

非洲综合馆展区展示非洲国家与中国在
制造、食品、医疗、住房、经贸、旅游、交通等方
面的合作项目以及各国特色产品。

N4名企馆
大波“黑科技”亮相，可体验自动驾驶

位于N4的名企馆内，将有一大波黑科
技产品亮相。

据了解，中国电建将借助360全息投影
技术展示集团的装配制造实力；中国铝业重
点展示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轨交船舶、汽车
轻量化、建筑新材料等产品；重庆机电集团将
展示的轻型数字化步兵旅通用指挥车，集成
了卫星、无线电台、短波等多种通信手段。

在互动性方面，世界500强之一、驻港央
企招商局集团展厅设置了自动驾驶测试场景
体验；中国石油带来了“人脸识别、智能机器
人加油”互动体验、精细控压钻井系统等新技
术。

N5汽摩产业馆
50余企业展示最新车型及配套产品

位于N5的汽摩产业馆将有50余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参展，主要覆盖汽摩整车及其上

下游产业链。
上汽通用五菱将带来最新新能源车型，

长安汽车将展出APA6.0自动泊车技术和
L3级自动驾驶技术。此外，长城汽车、隆鑫
摩托等，也将展示最新、最畅销的车型。

N6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馆
融入高铁元素，双城携手“出圈”

本届西洽会，首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馆。展馆以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为主
题，位于N6展馆。

该馆以双“圈”形状来进行整体布局，寓
意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需
要坚持双核引领，区域联动，相互融合。

同时，展区融入高铁巡回穿梭等元素，也
寓意聚焦“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N7大健康产业馆
炒菜机器人等健康智能产品亮相

位于N7的大健康产业馆聚焦“大健康”
“大数据”“大生态”，分为健康服务、妇女儿童
健康、健康生活、健康养老四大展区。每个展
区都将有一些高科技产品展示，比如炒菜机
器人、智能评估系统、3D营养助餐系统等。

N8区域合作馆（重庆区县）
双城经济圈战略合作城市携手亮相

作为本届西洽会重庆区县的展示区
域，这里有渝中、江北、巴南、沙坪坝及武
隆、黔江、彭水、云阳等区县集中展示。这
些区县，有的将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
略城市携手亮相，比如，去年5月签署战略
合作的重庆市巴南区和成都市温江区就联
手展出，展示两地产业、文旅等资源。

来福士、单轨“搬进”展厅，炒菜机器人亮相……

8 个展馆 各有看头

本报讯 （记者 罗芸）5月19日，“人文渡口·乐亮江
弯”音乐季将在大渡口拉开帷幕。在17日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大渡口区有关负责人表示，音乐季持续近3个月，包
括十大音乐主题活动，将为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音乐爱好
者奉上视听盛宴，也为该区打造“音乐+”产业助力。

“此次音乐季从2021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内容
丰富，既有大量群众文艺展演，也有音乐大咖演出。”大渡
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诏彬表示，整个音乐季紧紧围
绕庆祝建党100周年这条主线来策划活动、谋划节目、布
置展演。

据了解，大渡口正在全力建设“南部人文之城”核心示
范区，而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是“南部人文之城”建设的核心
载体和主战场，在此集中布局了长江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
等六大功能设施，并计划打造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大渡
口区将以此为基础，大力构建音乐产业的全产业链，将钓鱼
嘴音乐半岛打造成重庆的“音乐客厅”、重庆音乐产业的高
地，助推“音乐+”产业的发展。

“人文渡口·乐亮江弯”
音乐季明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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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1〕9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12时——2021年5月25日12时。5月18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
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
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1年5月18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1009（总第142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22410

亩

1233.61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据新华社合肥5月18日电 （记者 姜刚 徐海涛）安
徽省六安市卫健委通报，5月17日，六安市新增2例无症状
感染者。截至17日21时，六安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5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在六安市定点医院集中隔离救
治。

安徽六安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