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家中所用保险丝是否有用铜、铁丝代替现
象，如果存在这种现象，要尽快更换。

检查保险丝

家中楼梯口、走道、阳台如堆放杂物应及时清
理，保障通道畅通，并经常清理家中的废纸、书报，
减少易燃物的存放。

检查是否
随意堆放杂物

检查电线

检查家中电线是否存在乱拖乱接简易插座，以
及是否老化、破损，如果有，应及时断开简易插座并
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避免因电线短路造成的火灾
隐患，防患于未然。

检查易燃物
是否靠近火源

易燃物品靠近火源是非常危险的，应特别注意
易燃、易爆（汽油、酒精）物品是否靠近火炉，如果
有，应及时撤出，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检查报火警的
知识

家庭防火，学会科学自救是非常重要的。每个
家庭成员是否都知道如何正确、快速拨打火警电话
报警，也是排除家庭火灾隐患的一个重要方面。

检查细节处的
火灾隐患

很多时候火灾的发生都是由于小细节的疏忽。
例如，要注意家中空调、冰箱等电器是否与窗帘保持
足够距离；电气线路上的插头、插座是否牢固；火柴、
打火机等物品是否放在儿童不易取到的地方等。

检查火灾
逃生设备

检查家中或者楼道是否配置灭火器，灭火器是
否可以正常使用；住宅楼道是否有疏散指示标志；
家中是否备有防烟面罩、手电筒、逃生绳。如果不
幸发生火灾，这些设施可让自救的机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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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解放碑都市广场14楼，透过窗
户，崔树量能清楚地看到楼下川流不息
的人群。客流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的
很大部分并非重庆本地人。

崔树量也不是重庆人。1个多月
前，他负责的全国首家丰趣海淘智能无
人便利店“Wow！”，就在楼下开业了。

崔树量来重庆，是拓展公司“新零
售”业务的。他目前的职务，是丰趣海淘
重庆公司总经理。

都市广场14楼，是解放碑CBD管
委会的办公室所在地，现在成了外地人
崔树量常去的地方。这两天本来正准备
回上海总部汇报工作，但因为要与解放
碑CBD管委会接洽即将在国泰广场开
设丰趣海淘旗舰体验店的事，崔树量临
时改签了机票。

就在上月，重庆日报与今日头条联
合发布的相关大数据显示：近1年内，在
关于重庆的海量资讯中，按照关键词与

“重庆”同时出现在1篇文章中时被全国
用户阅读的数量作为统计依据，排第1
的关键词是“旅游”，有关旅游的阅读数
据有8.4亿次之多。

一提到重庆，大家都想来玩。而但
凡来重庆旅游的人，不管是国内游客还
是境外游客，一定会来解放碑。

这大致就是丰趣海淘试水线下“新
零售”，将全国首家无人店、以及重庆的
旗舰体验店布局在解放碑的原因。

与世界对话的聚合效应

作为重庆母城的发源地，解放碑不
仅是“老重庆”心中的“城”，也是外地人
眼中的“重庆城”，所谓“三千年江州城、

八百年重庆府、一百年解放碑”，透过解
放碑，你能洞见重庆的姿态和个性。

是的，在很多人眼中，解放碑代表的
就是重庆——她是全世界看重庆的窗
口。

解放碑，更是全世界在重庆秀自己
的“大橱窗”——这里外商云集，拥有
700多家外资企业，10多家国际机构。
解放碑与法国香榭丽舍大道、英国牛津
街、美国曼哈顿商区等世界14条步行街
缔结联盟。

人们不得不感叹，解放碑与世界对
话的聚合效益，给这块弹丸之地带来了
极大的财富产出强度——东起小什字、
北至沧白路、临江路，西至金汤街，南至
和平路、新华路，总面积0.92平方公里的
解放碑，仅2017年前三季度就创造了
41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单位面积内的经
济贡献、产出效益均列全国CBD前列。

面对如此漂亮的成绩单，解放碑并
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密谋”了一场新的
财富盛宴。

按照规划，渝中区聚力打造的八大
服务业集聚区，是该区产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和平台，要以全域1/3的面积贡献
该区80%以上的经济总量。

这其中，解放碑CBD不仅首当其
冲，而且任务艰巨——推动大都会、商社
电器等传统商场向体验式、复合型业态
加快转型，引进新零售、新业态，推进国
泰广场等综合环境整治、欧鹏大厦等老
旧楼宇改造、盘活部分低效楼宇……

解放碑，还是那个热闹非凡、人潮涌
动的解放碑。重庆人了如指掌，外地人
也看不出太大变化。但正如她吸引了丰
趣海淘全国首家无人店的到来一样，解

放碑在悄无声息地聚集新要素，装配新
引擎。

老商圈要拥抱年轻人

“在解放碑，有一些商场，你是能回
忆起它几十年前的样子的。”年近花甲的

“老重庆”陈先生指着重百说，以前我们
叫“三八商场”，售货员和收银员头顶之
间都拉着铁丝，铁丝上面几个夹子，手写
的销售单和付款找零，都是靠铁丝上的
夹子传送。“那时候只要听到夹子划过铁
丝唰唰唰的声音，就知道交易成功了，这
种购物体验，让人感觉钱用得很心痛，但
很踏实。”陈先生说，如今解放碑也有那种
年轻人喜欢的店，给钱看不到钱，用手机
支付，买完了也没有商品让你拿走，回家
收快递就是——这是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的确，时代变迁，新的消费者成长起
来，如果商场还是原来的商场一成不变，
年轻消费者就不会买单。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
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是解
放碑CBD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
实需要。

解放碑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老
商圈要拥抱年轻人。

解放碑CBD管委会主任江南说，近
年来，解放碑一直在主动适应商业年轻
化、社交化和体验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月，提档升级
后的国泰广场会以崭新的面貌亮相。在
定位于80、90青年消费群体的国泰广
场，你会看到当当O2O实体书店，你还会
看到前店后厨的永辉超市新业态——永
辉超级物种，你可以买了菜就在商场加
工了吃，也可以加工好了打包回家吃。

江南介绍，解放碑商圈下一步的发
展，一方面将继续鼓励新兴业态，依托自
贸区政策优势，试点退税、保税、免税业
态，探索跨境电商“离境退税”、“现场清
关”新模式，力争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品在解放碑首发亮相；另一方面也将
巩固高端业态、发展中端业态，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经济，增添文化旅游体验供给，
打造文化旅游示范街区和示范商场。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扎堆

人们对解放碑的传统印象，除了商
场多，还有银行多。

2017年11月，解放碑CBD被市政
府认定为“全市首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综合类集聚示范区”。所谓综合类集聚
示范区，是指解放碑CBD拥有金融服
务、文化旅游、科研、专业服务、服务贸易、
现代物流等多种服务业，这些新兴的服务
业与传统服务业相辅相成、协同共生。

渝中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比如解放碑CBD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云
集优质5A甲级写字楼，搭配成熟的商
业、商务配套环境，就对新型金融及专业
服务企业具有较强吸引力。也就是说，
除了传统的银证保，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的新型资金渠道、各类专业服务，在解放
碑都可以轻松找到。

事实上，近年来，解放碑CBD新型
金融得到了长足发展，实现了成倍增长。

2017年前三季度，该区域新增租
赁、金交所等优质新型金融机构，实现营
业收入为19.3亿元，同比增长101.4%，
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率超过100%。金
融结算成交额达到18996.9亿元，同比
增长209.4%，其中，要素市场18350.4
亿元，同比增长 215.6%；第三方支付
646.5亿元，同比增长99.7%。

专业服务方面，截至2016年，解放
碑CBD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
数量分别为7家、9家，占全区的22.6%、
25%，占全市的6.6%、9.6%；2017年以
来，de Bedin&Lee律所、灵思远景公关
广告公司、北京联合保险经纪等6家品
牌机构先后落户解放碑。目前解放碑集
中了全市专业服务业30%以上的机构
和资产、50%的重点及品牌机构、50%的
从业人员，创造了近60%的营业收入。

1997年12月27日，解放碑创新成
为全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20年后，各
种新资源聚集，与解放碑原有的发展惯
性形成了合力。

装配好新引擎的解放碑，正蓄势待
发，迈向新征程！

市面上销售的食用盐品类繁
多，价格也从几角到几十元不等，不
少消费者为此感到困惑，怎样选择
才是最合适的？

1月11日，市消委会发布食用
盐比较试验分析报告。报告显示，
食用盐中汞、铅、镉、总砷和亚硝酸
盐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处于小风险
值内，碘与氯化钠含量均达到要求，
但营养强化剂含量偏低。

有害物质均未超标

由于食用盐来源和加工方式的
不同，导致食用盐产品在原料、生产
加工和储运过程中有可能受到来自
水体、土壤、工艺、包装物等污染，从
而掺杂如总汞、铅、镉、总砷和亚硝
酸盐等有毒有害物质。

“从本次采集的样品来看，有害
物质均未超标。”市消委会负责人表
示，27组样品均未测出铅和镉污
染，但测出有总汞，不过上述重金属
测出值均小于风险阈值。

此次测试27组样品中，亚硝酸
盐最高含量仅为2.5mg/kg。根据
重庆市人均食盐摄入量为10g推
算，样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都在低
风险值内。

食用盐难以补充营养

营养强化剂，是指根据营养要

求向食品中添加一种或多种营养
素。本次主要针对食用盐中微量营
养元素钙、锌、硒、铁、镁进行了测
试，结果显示27组样品均未测出
锌，有4组样品测出有硒；有18组
样品测出有铁；有23组样品测出有
镁；有22组样品测出有钙。

“虽然硒、铁、镁和钙这些微矿
物质元素十分有益，但从测试结果
看，这类营养元素对人体作用微乎
其微。”市消委会负责人认为，无论
盐的档次与价格高低，其矿物质元
素含量十分有限，因此通过食盐来
补充矿物质的方法可行性不高。

建议降低食盐用量

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首先要
降低食盐用量，在减盐的基础上再
考虑是否选择低钠盐。其次，消费
者在选择时不要盲目看价格，并不
是所有的高价盐都优于低价盐。

另一方面，消费者要按自身需
要选择食盐。如甲状腺病患者应在
医生指导下选择不加碘盐或加碘
盐，生活在高碘地区的居民应选择
未加碘盐，中老年人、孕妇和高血压
患者应多食用低钠盐。肾功能损害
或已出现肾功能减退的患者、心功
能障碍和糖尿病患者使用低钠盐存
在风险，应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
低钠盐。

超市食盐品种繁多买哪种好？
市消委会发布食用盐比较试验分析报告

见习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 11
日，重庆移动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长安汽车）、中移物联网有限
公司（下称中移物联）、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下称华为）在渝签署《关于全面开展
LTE-V及5G车联网联合开发的战略合
作协议》（下称《协议》），共同研究如何为汽
车装上“眼睛”和“耳朵”，提供“智能移动
芯”，将车联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协议》内容，四方将在共同打
造V2X实验场、联合开发智能网联终
端、探索LTE-V（4G车联网）及5G车
联网技术、加快LTE-V及5G通信联合
实验室建设、LTE-V与5G车联网功能
产品设计、硬件产品开发、网络搭建及云
平台大数据中心的构建等方面展开合
作。

其中，重庆移动将协调全网资源，发
挥在基础通信网络、云计算、大数据和产

品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保障全网通信的
畅通、稳定和安全，运用LTE-V及5G
车联网技术，构建技术前沿的跨行业融
合生态平台，引领车联网新发展；长安汽
车未来10年将投入超过210亿元，组建
超过2000人的智能化研发团队，开展智
能汽车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达成“654”
技术规划，实现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转
型升级；中移物联将严格匹配车企生产
销售供应流程、使用场景及数据对管道
安全性的要求，提供公众物联网服务，并

根据长安汽车需求，定制开发LTE-V
及5G模组和终端，提供给长安进行测
试；华为则希望通过车联网合作项目，进
一步促进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构建新模
式新生态，促进自动驾驶技术创新和应
用，提高交通效率、减少污染、降低事故
发生率。

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重庆成为继北京和河北示范区、浙江
示范区后全国第3个智能汽车与智慧交
通应用示范区。此后，由中国汽车工程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长安汽车、重
庆移动和华为参与实施该项目，共同推
进“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建
设。2017年11月，此项目第一阶段任
务已完成，并公布了辅助安全驾驶测试
数据及指标规范。而今，重庆移动、长安
汽车、中移物联和华为携手合作，标志着
该项目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将有助于
重庆加快打造“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
用示范区”，推动全市车联网产业快速、
健康发展。

重庆移动、长安汽车、中移物联、华为在渝签署
车联网联合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建设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春节临
近，市民家可以一边大扫除一边彻
底排查家庭火灾隐患。那么，家庭

火灾隐患该如何自查？1月11日，
永川区公安消防支队根据日常工作
总结出七检查（见下表）。

除旧迎新大扫除

消防部门教你自查火灾隐患

服务业集聚区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为着力引导
服务业重点集聚，实现资源集约、产业集群、功能集聚、产城融合发
展，渝中区于2017年1月下发了《关于聚力打造八大服务业集聚区的
通知》。1年来，八大服务业聚集区发展得如何，有哪些各具特色的新
动向？今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聚 焦 渝 中 现 代 服 务 业 ①

聚集新要素装配新引擎聚集新要素装配新引擎

解放碑解放碑CBDCBD的的““密谋密谋””浮出浮出水面水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晓静郭晓静

本 报
讯 （记者
向婧）第十
七届中国西
部（重庆）国
际农产品交
易会，将于
1月 19-22
日在南坪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1月10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中心获悉，
本届农交会现场设立了顺丰快递服
务点，市民采购年货之后，可直接将
年货快递至家中。

本届西部农交会由农业部、重庆
市人民政府、台盟中央主办，重庆市
农委、台盟重庆市委和南岸区政府承
办，主题为“绿色·品牌·合作·发展”。

“和现在流行的‘网淘年货’不
同的是，逛农交会可以‘眼见为实’，

给市民更加直观的感受，而且保证
货真价实。”市委农工委副书记、组
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郭忠亮介绍，组
委会严格把关参展产品的质量和标
准，严把准入门槛，展品都是无公害
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以及优质
农、牧、渔、林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本届西部农交会，吸引了2100
余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展销品种达
6500余个。届时，市民不仅能买到
重庆各区县地道的土特产品，如潼
南柠檬、奉节脐橙、云阳桃片糕、三
峡生态鱼等，还能品尝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名优农副产品，如贵州的湄
潭翠芽、新疆的大枣、南充的香兔
等。此外还有来自境外的农副产
品，如法国红酒、意大利橄榄油、泰
国果干、坦桑尼亚辣木籽、腰果等。
丰富集中的农副产品，让市民现场
就能“一站式”购齐年货。

下周五到南坪逛西部农交会

“一站式”购年货 直接快递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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