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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8 月 29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市旅游局在江
津四面山举办“2017重庆秋季旅游新
闻发布会”，推出6条金秋旅游线路及
100余项活动，让全国各地来渝游客
不“迷路”。

时下，虽暑热未消，早晚天气已渐
凉，“山水之都 美丽重庆”很快就会
五谷丰登，层林尽染，叠翠流金，色彩
斑斓。

在空调房“呆”了一个夏季的市
民，是时候推开房门，去户外享受一番
大自然的“馈赠”。巴南、北碚、涪陵、
合川等多个区县已为游客朋友备下饕
餮秋果盛宴，猕猴桃、火龙果、柑橘、柚
子、梨子等水果任君采摘。部分地区
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水果主题旅游活
动，如江津中坝岛将于9月举办龙眼
采摘活动，让游客品尝国内少见的百
年龙眼树的果实；城口首届干果（核
桃）文化节将于9月中旬拉开帷幕，邀
请游客摘核桃、剥核桃；忠县无花果采
摘节，让游客采摘无花果、喝无花果
酒、吃无花果宴等。

除了采摘，农耕体验游能让游客
尽享“乡趣”。9月5日起，江津吃新旅

游文化节将盛邀游客割谷子、打新米、
吃土鸡、抓肥鱼等，体验“吃新”习俗；
金佛山旅游文化节暨首届“南川味道”
美食擂台赛也将开锣，以方竹笋为食

材主题，刺激游客的味蕾。
秋泡温泉，解乏、降燥、舒筋活血、

美容养颜，正是养身养心时。有着世
界级旅游资源的重庆温泉，能让游客

的温泉之旅轻松实现。南岸、巴南、江
北、九龙坡、北碚、沙坪坝等地的温泉
景区都将抛出不同程度的折扣，让游
客玩得愉快、玩得实惠。其中，海兰云
天从即日到9月25日温泉票买一赠
一；天赐温泉价值626元的豪华温泉
房，现可在网上秒杀，秒杀价仅为199
元/间等。

“旅游+体育”是近年来的时尚耍
法，秋高气爽的时节，户外运动是个好
选择。10月，北碚将举行热波电跑电
音节，涪陵红酒小镇将举行第四届高
跟鞋彩色跑，开州将举行2017中国重
庆·开州汉丰湖国际摩托艇公开赛，綦
江古剑山将举行第三届“跑进古剑山”
彩色泡泡跑活动，江津四面山将举行
生态五项极限挑战赛，比铁人三项还
多两项。

赏红叶是秋游的热门选择。今
秋，奉节、巫山、巫溪是赏红叶的绝佳
之地。除了赏叶，巫山还将举行“三峡
云巅·神女天路”金秋健走康养活动，
让游客在景区内健走12公里，沿途俯
瞰长江、神女溪、对望神女峰。奉节也
将在晚秋时期，邀请游客到兴隆镇百
草园赏十万亩落叶松变黄美景。

有了钱先修羊房，自己新落成的房
子以后再装修——曾一度以为自己生病
欠下巨债后、再也“翻不了身”的周先峰，
憋足一股劲要“翻身”。

“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己再多辛苦一
点，少享受一点，脱贫不是一件难事。”8
月28日，这个綦江区横山镇大坪村的贫
困农民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向“存栏100
只羊”的目标稳定迈进，到时再装修新房
也不迟。

周先峰白色的小洋房，位于离公路
不远的一片青翠山林间。但走进大门一
看，不论是堂屋还是卧室，楼上还是楼
下，都是连墙都还没刷过的清水房。二
楼的卧室，床和桌子已油漆斑驳，关不严
实的老衣柜，还带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的印记。

“这些家具都是我妈妈当年的‘嫁
妆’。”周先峰说，因为还能用，就没添置
新的。

离这幢小洋房只有几十米处，是周
先峰给羊儿们盖的新房。因为要通风、
防潮，所以“羊房”被修成吊脚楼样式，下
面是水泥浇铸的基础，结实稳固；柱子由
红砖砌成，地板全由木板铺就；顶上，盖
着亮蓝色的钢棚——整个“羊房”，建设
加“装修”，花了两万多元。

2009年，周先峰与妻子一起到主城
打工。2013年，他发现自己脖子上淋巴
越来越大，慢慢地吃不下饭。经诊断，他

患上严重的淋巴增生，肚子上还有个血
管瘤。

“当时一听到结果，感觉五雷轰顶。”
周先峰说，“当年，我母亲也是得这个病

‘走’的。”
周先峰的母亲因淋巴系统疾病，在

29 岁时即离开人世，当时周先峰才 8
岁。因为给母亲治病，当时家里欠下
7000元钱的债，周家从此一蹶不振。他
说，“家里所有的钱都要还债，每年最盼

的是过年父亲能给我买一件新衣。”
做完手术后，周先峰因为不能闻刺

激性气体，离开了焊工岗位。尽管农村
合作医疗为他报销了几万元医药费，但
仍欠下七八万元的治病借款。

“当时他垂头丧气，感觉自己一辈子都
翻不了身。”大坪村党总支书记邹盛永说。

区里对口帮扶大坪村的相关单位领
导在送慰问品时，发现他家周围草木茂
盛，建议他利用丰富的草源养羊。

心里完全没了主意的周先峰听从了
建议，养起了对口单位负责人资助的6
头母羊。而妻子则在家离不远的横山避
暑小区当物管，月薪1800元。

经过不断地学习、接受培训，他已学
会日常养羊的重点、难点技术，成为当地
养羊大户之一。

借着改建D级危房的机会，周先峰
把家搬到离公路更近、草源更丰茂的地
方，在政府的资助和亲友的支持下，修起
一楼一底的小洋房。

新房落成时，对口帮扶单位领导发
现房子里家具老旧，连墙都没刷，便提出
拿几千元让周先峰先刷刷墙。

一听到这话，周先峰心里挺高兴。
但他想了想说：“刷墙晚一点没关系，我
有个火烧眉毛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羊
多了，能不能先帮我修个大羊圈，等我发
展壮大了自己拿钱刷墙？”

现在，羊圈修好了，周先峰的山羊存
栏量已达40头。其中母羊他全部没舍
得卖，用于下崽实现滚动发展，现已达20
多头。

根据周先峰的计划，他要一边养羊
一边还债。“等到存栏量达到100头左
右，年收入超过六七万元，到时再装修也
不晚。”周先峰笑眯眯地说。

先修羊房 再装洋房
——贫困户周先峰“翻身记”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 月 29
日，2017年测绘法宣传日展览在江北区
观音桥举行。记者了解到，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下称：《测绘法》）新
修订后实施的第一年，宣传普及新《测绘
法》也是展览的“重头戏”。值得一提的
是，新《测绘法》明确规定个人地理信息
受法律保护，此外，存在错误和危害的

“问题地图”也将被排查整治。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应用程序会调用和记录个人地理信

息。为保护个人地理信息安全，新《测绘
法》规定，地理信息生产、利用单位和互
联网地图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用户个
人信息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在展览现场，展板上的若干幅中国
地图格外引人注目。市规划局测绘管理
处副处长杨鑫介绍，如今，人们经常使用
互联网等平台上的中国地图素材，但这
些素材中却隐藏着一部分危害严重的

“问题地图”。
杨鑫提醒，中国地图应以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为准。市
民如果发现“问题地图”，可拨打举报电
话 010-63881515、010-63881516，或
发送举报邮件至ditujubao@sbsm.gov.
cn。下一步，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将会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导小组办公室等14个部门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
专项行动。

个人地理信息受法律保护
“问题地图”要被查

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29
日，记者从重庆市首届青年电商创
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
赛即日起启动，优胜者最高可获
200万元融资及创新创业扶持政
策。

据了解，本次大赛旨在搭建青
年电商创业交流、资源对接、展示合
作平台，整合创业园区、创投基金、
创业导师等服务资源，培养和选树
一批优秀青年电商创业新秀，引导
动员广大青年投身电商创新创业热
潮，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推动农
产品进城，助力电商扶贫工作。

大赛分为报名、初赛、复赛、决
赛4个阶段，将于10月底在秀山县
举行总决赛，报名于9月 18日截
止。有意愿参赛的全市青年可登录

“村头”平台、“村头大队部”微信公
众号直接报名；也可将报名资料发

送至大赛邮箱报名。
本次大赛分三个竞赛项目组：

网货包装设计组，全市青年均可报
名参加；电商销售比拼组，凡是网店
业主、微商业主、网红青年、创业青
年、在校学生等从事或有意愿从事
电商销售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电
商项目创业组，所有创业青年和有
创业意愿的青年、在校大学生均可
报名参加。

按大赛规则，网货包装设计组
最高奖金1万元，电商项目创业组
最高奖金5万元，电商销售比拼组
最高奖金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大赛决赛获奖
企业及项目入驻相应孵化园后，将
精准对接电商物流产业基金，每个
企业或项目最高可获200万元融资
支持，同时可享受办公、网络、仓储
等费用“三减两免半”等多项补助。

重庆市首届青年电商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优胜者最高可获200万元融资及
创新创业扶持政策

江北（铁山坪森林公园、鸿恩寺公园、五宝乡村温泉）—渝北（七彩铜锣
艺术花都、玉峰山森林公园、大盛问仙谷）—南岸（南滨路、南山植物园）—大
渡口（南海温泉、金色蛋糕王国、马桑溪古镇）—沙坪坝（歌乐山国际慢城、虎
峰山都市旅游区、大学城川美校区）——巴南（东温泉风景区、彩色森林、天
坪山云林天乡）。

江津（四面山景区、石墙生态农业园、雨仙农谷）—綦江（古剑山、横山、
花坝旅游区、高庙坝旅游区）—万盛（黑山谷、龙麟石海、奥陶纪公园、九锅箐
森林公园）—南川（金佛山神龙峡、山王坪国家生态公园、生态农业大观园）。

九龙坡（乡村旅游三片区，即西铜片区、白市驿片区、金凤片区，陶家生
态公园）—璧山（登云坪生态园、来凤婚纱摄影基地）—永川（黄瓜山乡村旅
游、钰河湾农耕风情公园、石笋山景区、圣水湖桃博园）—荣昌（满城秋海棠、
万亩蔬菜生态园、仁义香草汇、花漾万灵景区、濑溪河国家湿地公园）。

1 内环（外环）沿线秋韵养生之旅

垫江（乐天花谷、牡丹源）—梁平（合兴龙滩柚子园、百里竹海、和林响水峡
谷）—万州（古红桔主题公园、万州大瀑布、凤凰茶乡）—开州（汉丰湖、十里竹溪、
水韵厚坝、龙头嘴森林运动公园、雪宝山）—城口（九重花岭、蓼乡梨坪）—巫溪
（兰英大峡谷、红池坝云中花海）。

长寿（长寿湖、菩提山）—涪陵（武陵山大木花谷、梨香溪民俗风情园、武陵
山大裂谷）—丰都（都督最美乡村、南天湖景区、名山旅游度假区）—石柱（大风
堡景区、悦崃土家山寨、千野草场）—忠县（三峡港湾、八斗台景区、中国柑橘
城）。

武隆（仙女山、白马山、天生三桥、龙水峡、王家堡甜柿采摘园、懒坝艺术公
园）—彭水（乌江画廊、爱情花海、阿依河、长溪沟生态园）—黔江（小南海、板夹
溪十三寨、蒲花暗河）—酉阳（桃花源国家森林公园、大涵生态农业观光园、桃花
山原生态休闲农庄）—秀山（川河盖草场、大溪酉水景区）。

制图/丁龙

2 三环高速公路沿线赏秋采果之旅

3 成渝高速（高铁）沿线赏秋采摘之旅

4 渝宜高速沿线金秋山水之旅

5 渝沪高速（动车）沿线秋色风情之旅

6 渝湘高速沿线金秋秘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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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
生 王昭熙）贵州毕节山体滑坡事
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8月29日，
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重医附一院
国家级医疗专家组已赶赴贵州毕节
指导伤员救治工作。

8月28日上午，贵州省毕节市
纳雍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

踪和伤亡。灾害发生后，国家卫生
计生委、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应急办
等部门第一时间做出指示，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紧急调派普外
科刘胜春教授、胸心外科杨双强教
授、重症医学科万东副教授3名专
家组成国家级医疗专家组，赶赴毕
节开展救援工作。

重医附一院国家级医疗专家组
奔赴毕节开展救援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29
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我市全面
启用“两票制”电子监管，让药品价
格更加合理。

据了解，从6月1日起，我市所
有公立医疗机构开始实施药品采购

“两票制”，给药价做“减法”。
什么是“两票制”？市卫计

委有关负责人解释，“两票制”是
指从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
开一次购销发票，流通企业到公
立医疗机构开一次购销发票，以

“两票”替代目前常见的“多票”，
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规范药品流

通秩序。
实行“两票制”的包括基层医疗

机构在内的所有公立医疗机构。按
照我市相关部门引发的《关于全面
启用“两票制”电子追溯和监管系统
的通知》，“两票制”将实现电子追溯，
即从医疗机构到患者的药械流向信
息，包含交易系统产品编码、药品批
号、患者身份证号码、患者姓名、患者
性别、患者年龄、患者手机号码、科
室、发药的数量、发药时间等信息将
每天上传一次——这就意味着，个
人医药信息将真正实现全程可追
溯。

我市全面启用“两票制”电子监管
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赏红叶泡温泉摘秋果

重庆推出6条金秋游线路和百余项活动

本报天津电 （记者 刘蓟奕）
8月29日下午，第十三届全运会女
子58公斤级举重比赛决赛在天津
市滨海新区大港体育馆结束，福建
选手柴丽娜以总成绩238公斤夺取
金牌，湖北选手周俊、陕西选手陈桂
明分获二三名。重庆选手冉姁、罗
小敏双双参赛，最终冉姁获得第6
名，罗小敏获得第11名。

当天，共有16名运动员参加女
子58公斤级举重决赛。赛场上可
谓强手如林，有曾拿过两届全运会
女子53公斤级举重冠军的老将李
萍，还有两届全国锦标赛冠军陈桂
明，以及上届全运会亚军得主周俊
等。

重庆选手冉姁在第八位出场，
开把98公斤一举成功，紧接着出场

的重庆小将罗小敏是所有参赛选手
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年仅17岁的她
上场后用重庆话大喊道：“轻松！轻
松！加油！”拿出了拼搏的气势，开
把99公斤同样一举成功。

在随后的挺举环节中，两位重
庆选手“士气如虹”，冉姁拿到了
125公斤的挺举成绩，首次站上全
运舞台的罗小敏也拿到了120公斤
的挺举成绩。最终，两人分别获得
第6名与第11名。

对于重庆女举选手们的表现，
重庆举重队领队崔崟总结道，“在竞
争激烈的高水平比赛中跻身前八，
已经完成了我们赛前的既定目标。
我们两名队员在抓举、挺举环节表
现都不错，尤其是冉姁，在挺举环节
突破了她个人的最好成绩。”

重庆双姝征战全运
58公斤级女举决赛

游客在武隆仙女山天坑寨子风景区观看民俗表演。（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艺）8月29
日，双福国际农贸城首届国际水果
采购节正式开幕。在为期五天的采
购节期间，来自全市20余个区县以
及周边临近省市的上千家水果采购
商，将进行无缝对接，采购5000余
吨特价水果，预计成交总金额将突
破5000万元。

据了解，为吸引客商，从29日
0时起，农贸城每天都会拿出2000
件车厘子（每件10斤），以200元一
件的价格对外销售，共计一万件，每
家客商每天限购5件；同时，每天还

有10万斤辽宁巨峰葡萄进行特价
促销，正常批发价每斤2.8元，采购
节期间每斤仅售1.8元，共计50万
斤，每家客商每天限购50件（每件
18斤）。

据悉，目前双福国际农贸城日
均水果交易量达2000吨左右。在
此次国际水果采购节开幕式上，来自
人人乐、步步高、重客隆等知名连锁
超市的代表以及来自永川、合川等区
县的大宗采购商代表，均与双福水
果市场签署了设立采配中心的协
议。

双福农贸城举办首届国际水果采购节
推出5000吨特价水果吸引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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