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到这里来旅游

本报讯 （记者 向婧 韩毅）12月19日，
在市新闻发布中心举行的2017重庆冬季旅游新
闻发布会上，市农委推出59条以“民俗年节”为
主题的冬季“醉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邀市民赏
家乡的美景，品家乡的味道，带走家乡的特产，留
住家乡的记忆，过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
农耕文化底蕴的冬日。

市农委副主任高兴明介绍，这59条线路具
有浓郁的“年”味和“家”味特点，涉及全市37个
涉农区县和万盛经开区，包含211个休闲点，涵
盖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体验时间从今年12月
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其中，既有丰富多彩的庙
会、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供市民参与
体验，也有橘海、雪景、腊梅等家乡美景供观赏体
验；既有柑橘、草莓、蔬菜等新鲜果蔬供现场采摘
体验，又有历史悠久的地产农产品供装进小车后
备箱带走；既能现场吃到年猪饭、烤羊肉、腊肉香
肠等家乡美味，又能通过电商网上购买土特产快
递到家。

重庆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各区县依
托各自拥有的古镇、庙会、旅游节等平台，将举行
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市民可欣赏到铜梁
舞龙、秀山花灯、酉阳土家摆手舞、彭水苗家歌舞
等巴渝民间民俗文化表演。黔江小南海土家十
三寨、石柱万寿古寨、酉阳酉州古城等休闲点还
将举行少数民族特色民俗文化表演。一些民间
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价值也被重新发现，如

“云阳县人和街道首届土红糖文化节”上，市民可

体验古法熬制红糖，自己动手搅“棒棒糖”。
不用到北方，在重庆市内照样能赏雪景、打

雪仗。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黔江、石柱、綦江、
万盛等9个区县都推介有高海拔地区精品线，赏
雪观景休闲点多，市民可去感受银装素裹的乡村
美景，尤其是石柱千野草场的万亩雪中火棘有着
别样风情。

冬季能采摘的水果品种主要有柑橘、草莓、
蔬菜等，各区县提供了丰富的采摘体验活动线
路。如果想吃新鲜可口的柑橘，可以去万州、开
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地80万亩晚熟鲜销生产
基地，或是环长寿湖20万亩晚熟柑橘生产与景
观基地。要摘柚子，有梁平柚、长寿沙田柚、巴南
五布柚、丰都红心柚等可供选择。在九龙坡、渝
北、铜梁等近郊区，还有香甜可口的冬草莓可供

采摘。
冬季的农家美食可说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尤

其是原生态的农家年猪饭最受欢迎。岁末杀过
年猪后，热情好客的村民会摆上一桌全猪宴，用
自家最新鲜的食材做出最地道的农家美味宴请
亲朋好友。市民可预订一桌年猪饭，既吃到了传
统年味、记住了乡愁，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支持了
乡村发展。

此外，市民还可品一品当地特色小吃。大足
黑山羊烤制的羊肉味道鲜美，万州羊肉格格、黔
江鸡杂、璧山兔、丰都麻辣鸡块、武隆碗碗羊肉等
名小吃也能让人大快朵颐。

据悉，市民可在“巴渝醉美乡村”网站上了解
59条精品线路具体情况，也可通过重庆日报微
信公众号的H5页面查看。

▲铜梁龙舞表演。

（受访者供图）

◀荣昌安陶小镇。

（荣昌区委宣传部供图）

我市推介59条旅游线路

到“醉美”乡村体验民俗年节

（本报记者 韩毅 向婧）

“今年冬天，北碚将陆续开展泡温
泉、欣腊梅、品民俗、游农庄、登高踏青
等‘九大主题活动’。”北碚区副区长刘
小辉推介称。

北碚温泉旅游活动和优惠活动已
于本月初陆续开展，将持续到明年 2
月，包括海宇温泉圣诞季活动、柏联温
泉年终特惠活动、悦榕庄特色SPA体
验、心景温泉“一价全包”温泉套餐等。

腊梅是北碚乡村旅游又一大特
色。2018年元旦节，第十五届静观腊梅
文化节将盛大启幕，万亩腊梅傲寒盛
开，静待四方游客闻香赏花。

明年1月，北碚偏岩古镇将举办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包括观看民间
灯会、尝乡村风味长龙宴等。

铜梁铜梁 龙舞演绎“中国范”

铜梁区副区长蒙格丽推介称，
今冬明春，铜梁安居古城每天将开
展舞龙表演、县令出巡、射箭投壶、
旱船表演、铜人表演等民俗文化活
动，春节期间将举办以龙为主题的
大型灯展活动。今年12月至明年
3月，奇彩梦园景区每个周末将举
行中华龙舞晚会，游客在欣赏奇彩
花海的同时，还能观看火龙表演。
铜梁龙景区是铜梁龙文化旅游的
新景区，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景
区将开展龙文化旅游节和“龙娃贺
岁”“与龙共舞”“龙佑一生”大型龙
灯节等。铜梁区巴岳山玄天湖度
假区也将举行“千人共赏巴岳风
光”的迎新登山活动、“迎新春”自
行车骑行活动、有氧健身操展演活
动等。

荣昌荣昌 安陶小镇开街

今年12月30至明年1月1日，首
届荣昌陶文化艺术节暨安陶小镇开
街活动将盛大举行，共计13项活动。

荣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天
智介绍，首届荣昌陶文化艺术节暨
安陶小镇开街活动包括：安陶小镇
开街仪式、夏布精品时装秀、艺术
摄影作品暨诗书画展、四大名陶优
秀作品展暨拍卖活动、安陶小镇茶
文化交流品鉴会、2018年新年灯谜
活动、国际柴烧艺术家协会到荣昌
创作交流活动、亲子体验赛等，内
涵丰富，形式多样。

其中，国际柴烧艺术家协会到荣
昌创作交流活动，邀请到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等20余名国际知名柴烧艺
术家，开展国际柴烧陶艺学术交流。

万州万州 赏新年音乐会

入冬以来，万州区推出以“冬季到
万州来看湖”为主题的系列文旅活动。

万州区副区长蒋艺义称，该区冬季
旅游主要活动包括：12月下旬，该区将
邀请维也纳交响乐团、重庆歌舞团到万
州举办新年音乐会，为市民和游客献上
一道精美的艺术大餐。2018年1月，三
峡杂技艺术团将在万州金狮剧场开展
为期一周的三峡杂技专场演出。明年1
月20日，华语经典明星演唱会将在万
州三峡之星体育馆举办，张信哲、王心
凌、黑鸭子组合等一批明星将赴万州倾
情演出等。

明年1月15日至24日，万州还将
启动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举行“舞林
争‘坝’”广场舞大赛、“书香万州·万州
书博会”、“生肖万州·博物馆之旅”、“逸
购惠演·舞台大赏”系列活动；明年1月，
将举行“醉美三峡、多彩乡村”首届三峡
乡村旅游文化节。

北碚北碚 泡温泉 赏腊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大足区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大力实
施“工业强区”战略，围绕“做强支柱产业、做大
产业集群、提升发展平台”的工作思路，坚持走
集群化、智能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持续
做大做强汽车产业。

作为市委、市政府打造的“重要的汽车及
机械装备制造基地”和大足区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主引擎”，双桥经开区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按照
全区“1368”发展思路，以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为抓手，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重点
围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着力“培育大企业、构
建大集群”。

销量走高 突破纪录
技术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点

今年以来，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
司（下称“上汽红岩公司”）表现非凡：前10个
月销量连续走高，汽车最高月销量4183辆；增
长率连续翻番，最高同比增长260%；行业排名
上升到第6位，前10强重卡中，行业累计增幅
遥遥领先。1—10月，销售汽车34277辆，红
岩汽车销售突破历史年销量最高纪录。

“整车行业整体下滑，我们却逆势而上，在
产能和销售上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突破，
这离不开红岩人担当实干的精神和对技术创
新的追求。”上汽红岩依维柯车桥有限公司（下
称“红岩车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技术是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点。今年以来，得益
于全国重卡行业回暖，特别是在红岩重卡销量
猛增的利好因素下，红岩车桥公司开足马力，

在零部件生产方面全力冲刺，全面满足母公司
上汽红岩公司的需求。

作为上汽红岩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岩车桥
公司也同样捷报频传。11月上旬，上汽依维柯
红岩商用车桥公司传来捷报，公司今年生产的
第10万根车桥下线，平了2010年公司全年车
桥产量的纪录。截至11月，红岩车桥公司今
年累计生产11.2万根车桥，预计年底车桥产量
将达到12.5万根，明年车桥量将超过14万根，
创造新的历史纪录。

除了产量的大幅提高外，红岩车桥公司还
在其他指标不降低的基础上进行产品轻量化
升级。今年以来，该公司在保证双极减速驱动
桥和带支撑转向前桥两款主打产品产量的前
提下，引进了菲亚特h8b车桥的全套生产技
术，用于生产自卸车、工程车桥产品。此类产
品不但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欧洲技术，还针对国
内实际情况进行了多项优化。

同样，电动货车桥的技术研发也是成果喜
人。今年，该公司研发的h8a盘式驱动桥作为
高端产品，在武汉车展上引起了广泛关注；16
吨级的双极桥，红岩车桥公司的产品输出扭矩
为5.5万牛·米，其它主流公司的产品还只能达
到5万牛·米的水平。新技术使得车桥自重更
轻、润滑性更好，也更节油，大大提升了红岩汽
车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龙头牵引 产业突破
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助推经济发展

再上新台阶

以上汽红岩为代表的重卡行业快速增长，
对双桥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也起
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

“他们好我们就好，去年我们产值才3000
万元，经营接近亏损状态，但今年这个时候已
经盈利近3亿元。”凯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
责人感慨道。该公司主要为红岩车桥公司供
应半轴导管，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从亏损到
盈利。这一切除了重卡行业市场的回暖，还得
益于红岩车桥公司迅速发展对汽车零部件行
业的拉动作用。

这样的拉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凯仁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像双钱轮胎、鞍钢贝卡尔特钢帘
线等相关企业，在拉动作用下也实现了产销两
旺。

借力上汽红岩公司爆发式增长的东风，双

桥经开区汽配产业活力得到全面激发。前三
季度，凯瑞、红专、双专共改装汽车约1.4万辆，
增长30.1%；中帝、凯恩、红工等配套企业持续
高位运转，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实现产值131.9
亿元，增长28.9%。双钱轮胎继续承接沿海产
能转移，生产轮胎171.2万条，增长10.3%。

不仅如此，因为看好汽车行业的前景，双
桥经开区相关汽配企业也更加敢于投入。

鞍钢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约6300万元以扩大产能，设备安装扩产完成
后，产能将由目前的3.8万吨增至5万吨；远东
传动轴公司不仅投资700余万元新增了6条生
产线，还发展起了轻型传动轴业务；红工公司
积极地对生产线和设备进行了调整，及时淘汰
了一批生产效率低下的老旧设备，采购并投用
了大量新式设备，产品质量与数量得到了大幅
提升……

产业的发展带来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增
长。截至目前，双桥经开区规上工业销售产
值 272.32 亿 元 ，增 长 21.7% ，产 销 率 为
97.95%；实现利润总额 12.71 亿元，增长
22.3%。今年以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对规上
工业产值的贡献率达50%以上，对当前区域
经济稳步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创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双桥经开区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初步形成“培育大企业、

构建大集群”的发展格局。

开放创新 升级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当好企业发展“助推

器”

立足于“工业强区”战略，双桥经开区抓住
重卡行业“回暖”机遇，成立了汽车产业产能提
升工作领导小组，帮助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增产
扩能和提质增效，解决配套企业产能小、融资
难、用工难等问题，推动红岩汽车“一枝独秀”，
到零部件产业“全面开花”。

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只是双桥经开区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加快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实现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双桥经开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做
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主导产业。通过加大产业内部整合力度，
在淘汰大量高耗能落后产能的基础上，支持优
势企业通过合资合作、产权流转、技术改造、科
技创新等方式，实施产业链、价值链并购重组，
及时淘汰“僵尸”企业，鼓励向外输出部分行业
过剩产能，加快去库存速度，从而带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发展离不开创新。为引导企业增强核心
竞争力，鼓励企业提档升级，双桥经开区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双马、德卡等20
家企业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军通、凯恩和中帝
公司申报市级创新创业团队，凯瑞电动车等6
家企业申报市级技术研发平台，双桥经开区科
技型企业达到40家、新申请专利50件。

为了进一步为企业发展营造好的外部环
境，双桥经开区加强了政策支持提升服务意
识，通过结构性减税、多元资本市场等途径，在
减少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
取得了看得见的进展。进一步营造“低成本”
投资环境，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协调区社保、就业、教育等部门帮助企业开
展集中招聘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重庆
市关于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等政策，继续推行

“投保贷”，加强银企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下一步，双桥经开区将从“扩增量、提质
量、融产城、增活力、优环境”五方面着力，围绕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重点产业，紧盯“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等重点企业，着力招引“大商”、“优商”。同
时，提升工业发展效益和质量，深入推进“四转
一改”、“三创一强”工作，壮大现有产业，培育
新兴产业，加快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桥经开区城市全景 摄/梁进

红岩车桥公司驱动桥装配线 摄/曹广 赵童 唐楸 刘茂娇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做大做强产业园区
上汽红岩龙头带动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大足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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