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逛艺术展、拍粉黛
草、体验智慧生活……国庆假期前三天，位于两江
新区的礼嘉智慧公园日均吸引上万人游玩打卡，多
达60个智慧体验场景和130个智慧体验项目聚集
超高人气。

3日上午10点，记者走进礼嘉智慧公园看到，
各个景点和场馆内的游客熙熙攘攘，无人驾驶接驳
车在公园中忙碌穿梭，工作人员在为可刷脸支付的
自动售卖机补充库存。

在智博会体验项目“智慧生活的一天”场馆外，
游客们按每组30人就地“成团”，随后有序走进场馆
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体验智慧生活、智慧工作、智
慧艺趣三大场景。

“智慧生活”场景中，游客们开门走进房间，并
没有做任何开关操作，灯光、空调、加湿器等随即自
动开启调节居家环境。工作人员对一台机器人发
出“我想看电影”的指令，正对沙发的透明玻璃瞬间
自动雾化，变成一块超大尺寸的家庭影院屏幕，令
游客叫绝。 （下转2版）

礼嘉智慧公园日均吸引上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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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10月
3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1-9
月，重庆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班列1493列，同比增长77%，运送
7.5万标箱，运输货值达98亿元，前三季

度班列开行数量已超过2020年全年
1297列。

“8月份开行的长寿直达班列让重
庆开行站点达到7个，重庆‘一主两辅多
节点’的物流枢纽体系得到进一步完
善。”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运营部
副部长贾俊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西部
陆海新通道在重庆的主要发运站点团
结村中心站、鱼嘴站、小南垭等地发运
班列数量增长幅度均超过40%。

在辐射范围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
现已通达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的308

个港口，运载品类640余种，包括从乌
克兰的玉米、巴西的纸浆纸、重庆摩托
车配件、甘肃中药材等。

通道上创新工作也在持续推进。西
部陆海新通道开展的铁海联运“一单制”
试点，实现了“一次委托、一次保险、一单
到底、一次结算”，目前已累计签发“一单
制”近 800 单，货值近 6000 万美元。
2021年上线全国首个跨境金融区块链西
部陆海新通道融资结算应用场景，为物流
企业融资超过4亿美元，服务更广、质量
更高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形成。

前三季度重庆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数量超去年全年
开行1493列，同比增长77%

□本报记者 张莎

9月24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向
“时代楷模”王红旭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在巴渝大地掀
起又一股“时代楷模”学习热潮。

2014年马善祥、2018年杨雪峰、2020年毛相林、
2021年王红旭，“时代楷模”是由中宣部集中组织宣传的
全国最高层级重大先进典型，7年间，重庆涌现出四位

“时代楷模”，特别是2017年7月以来，三位“时代楷模”
连续出现。

先进典型不断传递正能量，深深影响人们的价值追
求，这背后离不开其生长成长的“良田沃土”。

呼应时代
各行各业涌现出奋斗的前行者、社会的引领者

重庆历来是英雄之城，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
够产生英雄的时代。王红旭正是新时代重庆涌现出的又
一个英雄，展现出英雄城市的英雄本色。

志不坚不足以担当作为，意不定不足以攻坚克难。
先进典型从来都是与时代主题相呼应而产生的。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委、市政

府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
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重庆各
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为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
大地上，一大批英雄模范引领带动、苦干实干，自觉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努力为新时代重庆各项事
业发展贡献力量、增光添彩。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提出“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老马同志这样的基
层干部”；

杨雪峰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和公安
队伍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的总要求；

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毛相林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第一个上台
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奖；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
民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殷殷厚望。王红旭正
是用生命践行了这样的崇高追求和使命担当。

不止他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改革开
放、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党的建设、卫生健康、文化繁荣
……重庆的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奋斗的前行者、社会的引领者。每一颗闪耀
的初心，都照亮了奋斗的征程。

他们中，有为高层建筑体系技术带来革新发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周绪红；有推动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第6代柔
性屏生产线项目落户重庆的京东方重庆区域总经理孙耒来；有与高危污染物、烈
性病毒打交道34年，响应号召驰援武汉抗疫的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
病科主任毛青；有参与技术攻关70余起、获得国家专利3个的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江北发动机工厂维修工张永忠……

他们在新时代彰显着榜样引领的力量，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都能学有榜
样、行有示范。

价值引领
全社会一起尊崇模范、学习模范、礼遇模范

这些先进典型从何而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关心、礼遇、厚待城市英雄，

厚植孕育榜样成长的土壤。全市建立健全先进典型的发现培育、宣传推广、学习
践行、褒扬奖励、社会评价长效机制，在全市形成“典型就在身边、榜样就在眼前”
的整体示范带动效应，全社会尊崇模范、学习模范、礼遇模范的氛围浓厚。

让善行义举上榜，为凡人善举立传——我市顺应时代发展，创新榜样选树理
念，建立先进典型区县部门推荐机制、媒体推荐机制和市民直推机制，坚持群众
评、评群众，选树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每三年评选“道德模范”，每两年评选“富
民兴渝贡献奖”，每年评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每月评选“身边好人”、发布“最
美人物”，年均群众投票数超过1500万人次。

让先进典型成为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最鲜活的教材——我市广泛开展各
类先进典型巡回报告会、“好人在身边”微访谈、“榜样面对面”宣讲等活动，通过
事迹报告会、画册、故事集、主题歌曲、报告文学、系列影视和戏剧作品等生动展
示时代楷模的光辉形象，让时代典型走到百姓身边，走进群众心坎。

以马善祥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幸福马上来》，上映票房破亿。“榜样面对面”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宣讲，累计参与宣讲的扶贫先进典型675人、现场宣讲超过
5770场次、直接受众近80万人次、网络受众940万人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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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图书馆内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这也是国庆假
期的正确打开方式。”10月3日，重庆图书馆内，市民刘
钊在读了一天书后，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3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重庆图书馆、江北区图书
馆等多个公共图书馆了解到，国庆假期，在图书馆感受
书香的市民明显增多。

借阅图书的市民明显增多
10月3日上午，记者在重庆图书馆三楼的成人阅

览室看到，不少读者戴着口罩，正在选择自己心仪的图
书。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仅假期前三天，到重庆
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市民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20%。

在阅读区，读者董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只见他面
前的书桌上摆放了厚厚的一摞图书，“《血战长津湖》
《明朝那些事儿》等，这些书是我准备读的，《红与黑》
《机灵小神童》是给孩子借的。”

除了重庆图书馆之外，记者走访重庆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江北区图书馆等多个公共图书馆后发现，国庆
假期，来这些图书馆借阅图书的读者数量都较平时有

明显增加。

文史、党史类书籍受青睐
“《苦难辉煌》《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快

被借完了。你联系下出版社，看下次采购时能不能多
进几本。”中午时分，忙了一个上午的重庆图书馆读者
服务中心主任许尧尧对工作人员说。

“随着到馆读者人数的增加，馆内的图书流动速度
明显加快。”许尧尧说，文史类图书和党史类图书也很
受市民欢迎。

记者查阅重庆图书馆、江北区图书馆今年1-9月
的热门书籍借阅榜单后发现，诸如《全球通史》等文史
类图书跻身榜单，《从13人到9000多万人：史上最牛
创业团队》等党史类图书的借阅量也明显增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很多读者都希
望通过阅读进一步了解我们党的历史，这是党史类图
书受到读者欢迎最重要的原因。《长津湖》《我和我的父
辈》《觉醒年代》《火红年代》等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热映，
也让更多读者希望通过阅读党史，深入了解党的发展
历程。而且，现在的党史类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
地气，有较强的可读性。”任竞说。 （下转2版）

图书馆里品书香人气旺
10月3日，重庆两江影视城举

办金秋文化旅游节，吸引众多游
客。演员们表演吐火、变脸、转花碟等精彩节目，
赢得阵阵掌声。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看节目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不仅有新奇的展品，
趣味十足的体验游戏，还有精彩的科普剧、科学小实
验表演……天气炎热的重庆，科技馆成了市民带孩
子游玩的好去处。10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科技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科技馆共接待观众
60933人次。

3日上午11点，记者在科技馆看到，入口处已有
众多市民在排队入馆。除了常规展厅以外，科技馆
还有“中国古代科技展”和“神秘海洋展”两个临时展
览供市民参观体验。

其中“中国古代科技展”分为天文、机械、建筑、
军事、井盐开采及科普活动六大区域，通过68件(套)
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中的科技发展历

史，展示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和工艺方面取得的卓
越成就。

“神秘海洋展”设有奇幻漂流者、神秘生物、遇见
巨型生物、潜入深海、无形边界、丰饶的海洋等展区，
共展出33件(套)展品。其中在神秘生物展区，观众
可以看到很多荧光生物，还可以体验从鲨鱼视角去
观察荧光生物在不同光线下的样子。

科技馆开放时间为9:30-17:00（16:30停止入
馆），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目前采取预约参观制度，

观众可提前通过重庆科技馆微信公众号进行参观预
约，暂不接受团队预约。

“目前，科技馆每日同时在馆人数上限为3750
人，当同时在馆人数临近上限时，会视情况采取限流
措施。不过，国庆假期前三天观众的参观热情高涨，
我们也视情况采取了应急预案，尽可能让更多观众
到馆后能够参观。”科技馆相关负责人提醒，10月4日
至6日上午的入馆预约人数均满，请广大市民及游客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预约成功后再前往参观。

重庆科技馆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

国庆假期洋溢浓浓“文化味”

10月3日，重庆书城，市民正在阅读书籍。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来到书店，在书香里度过别样
假期。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10月2日，重庆美术馆，“时代
之光——第五届中国油画展”正在

此展出。该馆举办“馆长带你看美展”活动，由馆长
为观众讲解作品，让观众更好欣赏全国美展的精品
力作。 记者 熊明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国庆假
期，我市智能制造企业国庆节期间不
停歇，多家重点企业“抢”订单赶生产，
忙得不亦乐乎。

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重庆万
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亚洲首家集
12英寸芯片及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功
率半导体企业。10月1日，企业生产
主管何林财告诉记者，国庆期间，万国
半导体将继续24小时运转，并每天安
排了近1000人值班，以满足全球市场
对各种半导体产品的需求。

按照预测，国庆假期期间，万国半
导体的晶圆产量将达到300片/天，封
测产量将达到1250万颗左右，与正常
工作日的产量持平。

“现在全球市场对各类电子产品
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所以我们也将
继续保持现在的产能，保证产品能如
期交付。”何林财称。

我市另外一家重点电子信息企
业——奥特斯（重庆）的产线上，上班
的员工达到2000人左右。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奥特斯（重庆）
开足马力生产，前8个月的产能较往
年有了较大提升。

“重庆是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投资重庆10年以
来，我们在促进重庆与全球市场在封
装载板领域的交流做出了很多努力，
也让奥特斯实现了更长足的发展。”该
负责人表示。

基于对重庆良好投资环境和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2019年奥特斯
集团宣布加大在两江新区的投资，
并建设奥特斯三期项目。目前，该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将于2024
年正式投产，届时将为全球市场提
供高性能计算模组的高端半导体封
装载板。

假期不停歇

重点企业“抢”订单赶生产

赏画展

10月3日，红岩村中共中央南
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国庆假期，重庆多
处红色旅游景点迎来参观高峰。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游景区

逛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