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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0月16
日下午，大渡口区建胜镇新雨社区休闲文
化广场，几十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畅所欲
言，举行每月一次的院坝会。

社区干部刚宣布院坝会开始，老党员
李玉春率先发言：“我们小区车库出口太
陡，驾驶员从斜坡开车上来视线不佳，好
几次差点撞到老人、娃儿。”

李玉春提出的问题引起居民共鸣，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摆了好几个险象环生的
例子。

如何解决？李玉春心里早有数。“你

们看，在车库出口装两个反光镜行不行？
驾驶员、路人经过时都多看两眼，就能避
免不少事故。”

这个解决方案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社
区工作人员做了记录，会后上报街道，联
系施工员。

新雨社区居委会主任黄宏告诉记者，
他们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农转非社区，由于
居民入住时间较长，社区里一些硬件设备
缺失、老化，居民对此一直不满。因此，在
过去3年大渡口区村社民意调查中，新雨
社区一直排名靠后。

如何把居民诉求摆到明面上共同解
决？社区工作人员注意到，居民仍有过去
在农村坐在院坝里聊天的习惯，于是，为
他们量身定制的社区院坝会产生了，每月
中旬固定召开一次。

记者在现场见到，院坝会上，社区干
部没有“一言堂”，而是把话语权交给居
民，谁有不满、问题、建议，都可以抛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黄宏告诉记者，院坝会成了社区收集民
情民意最直接的平台。目前，针对居民提出
的安全问题，社区上报建胜镇，安装了门禁

系统和监控，同时成立了建胜168志愿治
安巡逻队，开展小区夜间治安巡逻。有居
民反映部分卫生死角清扫不力，社区转变
工作方式，对物管清洁度进行业绩考评，
并根据考核情况发放政府物管补贴。在
上一次院坝会上，许多居民强烈要求在小区
内增加休闲座椅，社区向对口帮扶的大渡
口区市政园林局求助，已增设座椅109把。

据介绍，每月一次的院坝会提升了新
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社区民调从2015
年的全区倒数第一，上升到今年前两个季
度的第18名。

大渡口新雨社区每月举行一次院坝会

民生问题大家现场摆商量办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兰渝
铁路通车，拉近了重庆、甘肃两地
的距离。10月17日，甘肃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来渝举办“乘兰渝
快客、游精品丝路”旅游推介会，
邀请重庆市民前去感受丝路文
明。

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黄金
地段，拥有嘉峪关、崆峒山、麦积
山等著名景区景点，石窟寺庙、长
城关隘、塔碑楼阁、古城遗址遍布
全省，黄土高坡、丹霞奇观、冰川
雪峰、高山草原、大漠戈壁交错分
布。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
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使甘肃
旅游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逐渐成
为众多境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
的地。

今年8月底，重庆、甘肃等4
省市签署了《关于合作共建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框架协
议》，携手共谋发展，有力促进南
向通道建设，推动旅游业快速发
展，谱写“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新
篇章。

推介会上，九龙坡区旅游局
与甘肃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江
北区旅游局与甘肃陇南市旅游
局，渝中区旅游局与甘肃天水市
文化和旅游局分别签署了《旅游
友好合作协议》，在加强团队互
送、产品互销、市场互推等活动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市
场推广、产品开发等领域加强对
接，拓宽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
赢。

甘肃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

前不久的国庆长假，阳文云
选择了一条冷门的秋游路线——
到重庆最北端的城口县左岚乡一
游。

阳文云是奉节人。他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今年夏天，他去过左
岚乡避暑，这里给他留下了“山美
水清还有故事”的好印象。所以，
这次趁着有假期，他带着家人再
次来到左岚乡。

左岚乡位于城口县西北角，
距县城55公里。东与陕西省紫
阳县界岭乡接壤，西与四川省万
源市钟亭乡、大竹镇相邻，北与
四川省万源市庙子乡相抵。左
岚乡属中高山区，最高海拔
1976.4 米，最低海拔 510 米，常
年平均气温12.5℃。

“来了左岚乡一定要去花马
洞！”阳文云介绍，花马洞位于大
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
有溪谷幽涧、岩壁洞穴、奇峰怪
石、绝壁丛林、古树名木、原始民
居等，生态好，旅游资源也不少，

“这个洞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花马洞两边都是悬崖峭

壁，道路下面深不可测。据传，

一个盛夏的中午，人们发现水
潭边出现一匹色彩斑斓的花
马，只要有人一靠近，马就跳进
水潭里。后来，花马洞的名字
便传开了。到了明朝，当地百
姓在峡谷上建起一座石拱桥，
至今还完好无损。

“山美水清还有故事，我就喜
欢这样的地方。”阳文云介绍，除
了神话传说，左岚乡还有深厚的
红色历史沉淀，1934年城口苏维
埃政权成立，红军曾在左岚乡内
的红花寺战斗过，当地至今仍保
留着红花寺战斗遗址、革命英雄
陈良魁故居等红色旅游资源。

“突然有了走遍重庆‘六极’
的想法。”阳文云打开手机网页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他接下来有个
计划，要去爬重庆海拔最高的阴
条岭、再去看海拔最低的巫峡长
江江面。此外，最西端的荣昌远
觉镇白家寺村、最东端的巫山县
三溪乡双龙村、最南端的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兰桥镇红卫社
区，他都想去走一走、看一看。阳
文云说，“作为重庆人，要对自己
的家乡有个立体的了解。”

“这里山美水清还有故事”
——一位游客眼中的重庆最北端左岚乡印象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
莎）过马路、识别红绿灯……这
些对于正常儿童来说再简单不
过的事，由患有自闭症的特殊孩
子做起来，却着实不易。近日，
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
乘客志愿服务大队开展关爱行
动，将渝中区培智学校的自闭症

孩子接出来，一同参加户外体验
活动。

在渝中区文创公园，孩子们
感受着文化与艺术的魅力，童趣
与好奇心被激发，欢乐的笑颜洋
溢在脸上。据了解，渝中区培智
学校已成为重庆市“雷锋的士”志
愿服务队的长期帮扶基地。

“雷锋的士”乘客志愿服务大队
关爱自闭症孩子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
10月以来，山城接连迎来降温
降雨天气，受持续阴雨天气影
响，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不同程
度的地质灾害。10月1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
到，10月 19 日起，雨水将短暂
停歇。

据市气象局信息中心数据显
示，10月11日以来，全市各地接
连迎来阴雨天气，截至16日，全
市累计降雨量已经达63.2毫米，
位居历年同期第二高值，仅次于
1999年的66.2毫米。在此期间，
全市平均气温仅15.8℃，位于历

年同期第四低值。
市气象局预计，持续的雨水

今日将迎来短暂停歇，19日白
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到多云，大
部地区气温15-23℃。预计至
本周末，阴雨天气将重新回归，
主城最高温难超21℃。具体来
看，周六，阴天转中雨，18-
21℃，平均气温18.8℃；周日，阴
天有小到中雨，16-19℃，平均
气温17.3℃。

专家提醒，受持续阴雨天气
影响，重庆万州、云阳等东北部大
部地区山体滑坡风险高，各地相
关部门务必加强防范。

重庆10月中旬降雨量达历年同期第二高值

雨水短暂停歇 周末再遇阴雨

近日，游客在渝北区古路镇赏紫云草海。草海呈紫红色云雾状，10月初开花以来，引来众多游客前
来拍照留影。近年来，古路镇积极谋划“农旅”结合的路子，盛世花都、古路红枫林、仙桃李种植基地、周
家山摄影基地等成为热门景点，助村民致富增收。 记者 张锦辉 摄

多彩乡村引游客

沙坪坝区在具有全市最强的科教文化优势
之后，如今又有了另一项优势：对外开放的大通
道和大平台。

目前，这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和大平台已把
沙坪坝区推到了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前
沿。

“在被推到内陆开放前沿的同时，也为沙坪
坝区以开放推动大发展带来了机遇、奠定了基
础。”沙坪坝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三条大通道缩短重庆与世界的距离

今年7月到9月，沙坪坝区在内陆开放大通
道的建设上，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7月3日，首批工业原材料从俄罗斯经满洲
里通过铁路运抵沙坪坝团结村火车站内的重庆
铁路口岸。

“这标志着重庆北向的‘渝满俄’回程班列
成功试运行。”重庆西部物流园相关负责人说。

9月29日，“兰渝铁路”全线开通，使中欧班
列（重庆）全程运输时间再次缩短近1天，全程仅
12天。

9月25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渝黔桂新”
南向铁海联运通道正式开通，终于拉开了双向
常态化运行的序幕。它通过重庆与广西北部湾
港的铁路连接，形成“一带一路”经西部地区的
完整闭环。

这3条重庆连接世界的对外开放大通道都
从沙坪坝区的重庆西部物流园内最大处理能力
60万标箱/年的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设计日编
解能力25000辆的兴隆场铁路编组站起点发
出。

拥有这两大围绕全国铁路网布局的铁路基
础设施资源，西部物流园已经成为我市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载

体，也使沙坪坝的内陆开放及国际铁路枢纽地
位彰显出来。

中欧班列（重庆）从西部物流园团结村中心
站出发，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通过阿拉山
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
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仅需12天，较海
运节约20多天，价格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这
条国际物流大通道沿途通关监管互认、信息共
享，运输全程只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

中欧班列（重庆）自2011年正式启运以来，
目前运行已近 1500班，今年运行已超过 500
班。

沙坪坝区连接世界的第二条通道是中欧班
列的另一条支线“渝满俄”。这条通道也始发自
团结村中心站，是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俄罗斯
连接中东欧的铁路运输北向通道。

西部物流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渝满俄”回
程班列逐步启动，形成双向运行之后，将与西向

“渝新欧”、“渝黔桂新”南向通道、东南向“渝深”
等国际物流通道形成互联互通，助推重庆铁路
口岸形成国际铁路枢纽。截至9月底，“渝满俄”

回程班列已完成发运3列，在途2列。
沙坪坝区对外开放的第三条大通道是“渝黔

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目前由广西北部湾国
际港务集团、重庆铁路口岸物流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民生轮船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重庆公司4家大
型国资企业合资组建的运营平台公司操盘运营。

这条通道是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框架下，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以广西、
贵州、甘肃为关键节点，向北可通过铁路延伸至
兰州、西安、太原、包头等城市，向南可带动贵
阳、昆明、南宁、柳州等主要城市，并通过海运至
新加坡，形成对中南半岛国家、中东、澳新等区
域的辐射。

西部物流园相关负责人说，这条通道能推动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高效互通，将欧洲腹地
与东南亚及更广泛的区域联接起来，在中国中西
部地区形成“一带”与“一路”的完整环线，让“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重庆实现交汇。

四大平台承载起内陆大开放

在沙坪坝区的对外开放中，目前已经建起

西永综保区、重庆铁路口岸、重庆铁路保税物
流中心（B 型），再加上今年 4 月挂牌的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西永片区，四大开放
平台承载起沙坪坝区乃至重庆对外开放的重
任。

在构建对外开放平台过程中，沙坪坝区抢
抓机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重庆速度”：10.3
平方公里的西永综保区，从申报到实现围网封
关，用时仅1年；铁路口岸中的汽车整车进口
口岸，3个月建成投用；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

心（B型），8个月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海关
总署等四部委联合验收并投用。目前，沙坪坝
已构建起集枢纽、口岸、保税区于一体的开放
大平台。

10月13日，金泰克（香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与西永综合保税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公司
将在综保区投资8亿元，建设金泰克全国制造基
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预计在2018年至2022年
期间，将实现年均不低于1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
易额。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使西永综保区成为
全国单个品牌最大的内存生产基地，并填补重
庆市SSD固态硬盘和内存核心部件本地配套空
白。

西永综合保税区园区规划面积10.3平方
公里，是我国规划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目
前园区已经吸引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
一批 IT巨头相继进驻。2016年，西永综保区
的总产值达1256亿元，已形成笔电及芯片制
造、国际贸易、跨境电商、金融结算等高 附加值
产业。

在沙坪坝区团结村内的重庆铁路口岸，总
规划面积为1.97平方公里。这一口岸的建设是
国家扩大内陆开放的新举措，也是重庆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的重大战略机遇。

铁路口岸由通关检验区、检测作业区与配
套服务区组成。沙坪坝区围绕铁路口岸，打造
进出口商品产业链，发展物流仓储、保税加
工、展示交易、检测维修等业务，实现西部物
流园、西永综合保税区及周边产业的联动发
展。

目前，这一口岸已建成汽车整车口岸，具备
医药口岸功能，并正积极建设植物种苗口岸、国
际邮件交换中心，肉类及水果口岸正在申报研
究之中。铁路口岸全面建成后，预计将达到年
产值1000亿元以上的国际贸易规模。

毗邻铁路口岸的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
一期已于2015年11月建成，其基础和监管设施
通过国家海关总署、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合验收，目前已正常运
营。

今年4月挂牌的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西永片区，面积达22.81平方公里。这一平台
的全面启用，已将沙坪坝区对外开放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

大通道和大平台把沙坪坝推上内陆开放前沿
——沙坪坝区以大开放推动大发展（上）

吴黎 王彩艳
图片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提供

沙坪坝城区

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繁忙作业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兰渝专列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