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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1日，2019年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
票西南版在渝启动发行，全国
1285家风景名胜区可实现“一票
联网通用”。这是该年票在重庆首
次公开发行，单张售价仅128元。

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已连
续发行14年，是一项景区让利、百
姓受惠的民心工程，旨在促进旅游
业实现“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变”“单
一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门票经
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形成旅游目
的地与游客的良性互动，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的该年票共推出北
京版、齐鲁版、河南版、华北版、
东北版、西北版、西南版、中南
版、华东版九大版本，涵盖28个
省市、200 个城市的 1285 家景

区，其中 965 家景区免票不限
次、288 家景区免票一次、32 家
景区折扣优惠。

其中，西南版包含重庆、贵州、
云南、四川等地共216家景区，仅
重庆就有金刀峡、南山植物园、蚩
尤九黎城、重庆动物园、金佛里隐
洞等60多家景区，囊括风景名胜、
人文古迹、温泉、亲子游乐场馆等
多类型景点。

据发行单位负责人介绍，该年
票单张售价128元，实行一人一卡
制，游客购票后贴上自己的一寸照
片，即可全年联网通用。此外，年
票面向全国发行，可实现“重庆人
游重庆、重庆人游全国、全国人游
重庆”的目的。市民可查询锦绣江
山年票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咨
询、购买。

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西南版在渝发行

128 元畅游全国 1285 家景区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曾立）
想知道“海绵花园”长什么样子吗？想
知道蝴蝶、昆虫帮助花朵授粉的过程
吗？11月7日，首届长江上游城市花
卉艺术博览会（简称“花博会”）将在江
北嘴“大剧院-中央公园”主展场绽
放。本届“花博会”所组建的“花漾世
界”是对孩子进行生态教育、美学教
育、亲子教育的优质场地，有兴趣的观
众不妨到现场为孩子上一堂生动、唯
美的自然课。

江北嘴花卉科普大课堂
有趣又怡人

据了解，本届“花博会”在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里构建出一个有趣又怡人的
花卉科普大课堂，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可
观、可感、可参与的生态教学空间。

其中，“山水重庆”展区利用精品花
卉与园艺设计，将巴山渝水的自然风光
与人文风情集成展现。

“概念展园”之未来花园将以蝴蝶
群舞、花草组合、生物多样性小品及垂
直绿化墙等富有野趣的动、植物景观，
结合雨水花园、生态景墙等“海绵花园”
装置，让小朋友们在景观中了解雨水资

源及自然生态过程的美好。
在“熊婆婆的花园”，青少年可以与

鹦鹉互动、学做花卉手工。部分有关青
少年的五感训练，缓解青少年及家长焦
虑的园艺疗法以及科普体验等活动也
将在“花博会”现场展示。

“精品花世界”汇集南非、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等地的帝王花、高枝玫瑰、
红精灵等50余种鲜花、植物，可激发青
少年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青少年科普文化系列活
动将举行

在11月 10、11日的“花博会”现
场，由新家长报和重庆儿童教育产业联
盟共同承办的“花儿与少年”青少年科
普文化系列活动，将为来到现场的亲子
家庭打造“花博会”周末半日游线路。

该活动包含参观讲解、美育课堂、
观摩赛事以及研学课程打卡等活动。

完成指定网点的课程体验打卡，盖章确
认后将课程卡交还“花儿与少年”活动
服务中心，将获得社会实践证书与秀才
手表礼品。

此外，由市教委、市城管局、市妇
联、市生态环境局、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新家长报承办的“我的阳台笔记”
征集活动，将搭配“城市花博会美育课
堂”，传播生态、美学教育。

“花博会”期间部分路段
将有交通管制

江北区交巡警温馨提示，“花博会”
期间，交巡警将对黄花园大桥北桥头至
江州立交以东、江州立交至北滨二路以
南，与长江和嘉陵江合围区域，采取交
通限制措施（具体信息详见江北区政府
发布的通告），展会控制区以内除公交
车、出租车、持证车辆外，禁止无关社会
车辆通行。

展会期间江北城周边车流较大，请
市民合理选择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
通出行。

与此同时，交巡警将增派警力，加
大对展会周边行车、停车秩序的管理力
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去“花博会”为孩子上堂自然课

如今，80后工人肖涛主导改良的
一系列工艺方案、技术、布局，每年能为
重庆长安福特发动机工厂节约生产成
本2600余万元。

肖涛在重庆长安福特发动机工厂
工作6年来，从一名曲轴机加线工人成
长为机加车间组长、技师，曾获得多项
福特全球技术创新卓越奖。今年，肖涛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一半单词一半比划
向外国工程师学技术

肖涛出生于1987年，2012年，他
从高职院校数控应用技术专业毕业，进
入长安福特发动机工厂工作。那时，工
厂刚开始建线，还处于购买设备和调试
阶段，整个机加车间只有14名工人，肖
涛被安排到曲轴机加线岗位。

肖涛回忆，刚参加工作时，没有正
式的师傅，为了更快地学习知识，他每
天跟着设备供应商和技术团队，看他们
调试设备，下班后留下来查资料、记笔
记。“我英语不太好，常常一半单词一半
比划地向外国工程师请教问题，弄懂了
很多技术。”他说。

半年后，发动机工厂建线完毕正式

投产。靠着前半年的勤学苦练，肖涛不
仅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全线18种类型的
20多台设备，还能快速解决新线投产
后产生的各方面的问题，成为了一名掌
握曲轴全线设备的多能工。

改良快换阀清洗工艺
被推广至福特全球工厂

由于在专业技术上的突出表现，肖
涛很快被提拔为机加车间组长。

当上“小领导”的肖涛仍然十分勤
奋。每当遇到技术难题，肖涛总会冲在
前面，主动了解问题，尝试解决问题。工
友们常开玩笑，说肖涛像“打了鸡血一
样”，从没看到他疲倦懈怠的时候，即便
遇到了世界性的难题，也不会退缩。

快换阀的更换清洗曾是一项行业
世界性难题——当微量润滑机加工技
术应用于机械加工时，用少量的油就可
以润滑刀具，但配件快换阀里有个极细
的孔，难以清洗，时间一长就会堵塞。
快换阀是该技术的关键配件之一，价格
为4500元左右，堵塞后只能更换，这直
接推高了生产成本。

了解到这个难题后，肖涛一直琢磨
如何改良生产工艺。他曾尝试用热风

吹、汽油洗等多种清洗方案，却始终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肖涛在眼镜店里
看到，师傅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洁眼镜鼻
托的污垢，顿时有了灵感。他立即把想
法报告给公司，组成攻关团队，尝试用
工厂刀具室的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快阀
的细孔，最终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这项技术的改良，极大地提高了产
品的使用寿命，节约了生产成本，该工
艺还被推广应用到福特全球的工厂。

创新自动照相机桁架设备
让工友不再反复登高

除了对一些现有工艺进行改进，肖
涛还取得了不少技术创新成果。其中，
他参与创新的自动照相机桁架设备预防
维护方案，也攻破了行业世界性难题。

肖涛说，桁架设备是一个U字型、高
6米、单面接近50-100米长度的导轨，
导轨上有像坦克链一样的线滚，上面布
置了各种线路。导轨每天来回移动上千
次，极易产生磨损，平时维护很困难。

肖涛整日思考如何解决维护难题，
最终想到在导轨上安装一个高清摄像
机，实时移动监控坦克链磨损情况的方

法。如此一来，不仅节约了工时，更避
免人员反复登高产生的安全隐患。该
方案也被推广到福特全球发动机和变
速器工厂。

如今，80后工人肖涛主导改良的
一系列工艺方案、技术、布局，每年能为
重庆长安福特发动机工厂节约生产成
本2600余万元。

面对获得的众多荣誉，肖涛显得十
分平静，他将成绩归功于团队。“一个人
的力量有限，我身后有一支强大的团队
在支持我前行。”肖涛说，身在一个岗
位，就要用双手和智慧为公司、为社会
创造价值，未来，他将继续践行工匠精
神，带领团队攻克更多难关，创造更大
价值。

这个80后小伙攻破世界性难题
每年为工厂节约26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厉害

肖涛在车间调试设备。
（市总工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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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通讯员 高晓燕）从11月1日起，
二类疫苗价格将有所变化。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按照《关于第二
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的
通知》，从本月起，第二类疫苗费用
将按照采购价格收取，实行零差
率。

据了解，疫苗分为第一类疫
苗和第二类疫苗。其中，第一类
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
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
疫苗，主要包括乙肝疫苗、卡介
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等。第二类疫苗是指由
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
苗，比如四联疫苗、流感疫苗、水
痘疫苗、肺炎疫苗、宫颈癌疫苗
等。

此前重庆各疫苗接种单位接
种二类疫苗向市民收取的费用共
由三部分组成：疫苗购入成本+门
诊按比例加成利润+每针4元的注
射费。

新标准调整后，费用则包括疫
苗购入成本+每针 20 元的服务
费+储存运输费。其中，服务费包
括预检、接种、耗材（含一次性注射
器或自毁型注射器、酒精等消毒

剂、无菌棉球或棉签等）、留观和接
种信息服务等费用。此费用属于
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时，使用市
财政局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此外，重庆还明确：主城9区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取第二类疫
苗储存运输费标准为5元/支，其
他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取第
二类疫苗储存运输费标准，由当地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部门，依据
储存运输成本，综合考虑社会承受
能力等因素制定。

“通俗来说，也就是二类疫苗
费用实施零差率，按采购成本收
取。”九龙坡区妇幼保健院预防接
种中心主任刘云飞说，以四联疫苗
为例，该院目前接种一针的价格为
402.62元，调整后，疫苗费用按采
购价为275元，加上20元服务费
及5元储存运输费，接种的价格为
300元。

按照市卫健委的补充意见，
对2018年 11月 1日以前各区疾
控中心库存的疫苗，仍按旧标准
结算；2018年11月1日之后进入
各区疾控中心的疫苗按照新标准
执行。

重庆本月起接种二类疫苗更便宜了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主
城出租车驾驶员办理投诉处理更
方便了!11月1日，主城区交通运
输投诉服务中心称，11月5日，重
庆的士服务公众微信号预约投诉
处理功能全面上线，驾驶员可以提
前3天微信预约办理投诉处理。

据介绍，目前主城有1.5万多
台出租车，其中私人出租车80多
台。每月主城区交通运输投诉服
务中心处理投诉案件四五百起，
大多数出租车办理投诉处理集中
在星期二到星期四，而星期一和
星期五则很少。这样一来，导致
办理高峰出现出租车排长队现
象，甚至因办理人数太多，部分出
租车司机要跑几次才能办完。特
别是部分私人出租车，常以收不
到投诉处理通知为借口，不及时
办理投诉处理。

“出租车司机多跑冤枉路，耽
误出车时间，也给出租车司机带来

经济损失。”主城区交通运输投诉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的
士服务公众微信号预约投诉处理
功能全面上线后，驾驶员接到企业
处理投诉通知，关注“重庆的士服
务”，点击“我要预约”模块，就可预
约投诉处理。驾驶员凭预约信息
到投诉处理中心就可完成投诉的
调查处理。

主城区交通运输投诉服务中
心称，从今年7月开始的试点来
看，实行微信预约后，驾驶员处理
等待时间较之前平均减少了40分
钟，案例处理时间因流程优化平均
减少了10分钟。

另据了解，此次把私人出租车
也纳入了微信预约范围内，实现了
主城出租车投诉处理微信预约功
能全覆盖。下一步，微信预约将新
增优先排号、预约取消、爽约限制
等内容，以更好方便出租车司机办
理投诉处理。

重庆的士服务微信号预约投诉处理功能上线

司机可提前 3 天预约处理投诉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31日，长安汽车在广州发布了新
款小型 SUV——CS35PLUS，售
价6.99万—10.49万元。

CS35PLUS有一大亮点，便是打
出社交牌。据了解，CS35PLUS是长
安汽车首款深度搭载腾讯车联智
能生态系统AI in Car 的车型。

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车队集结、
智慧停车、违章查询、查车况、防盗
追踪、洗车服务等实用功能。同时，
AI in Car系统集成了腾讯地图、
QQ音乐、腾讯电台、王者荣耀语音
包语音控制、4G-TBOX、生活服务
等多项功能，可以通过语音实现音乐
播放、空调开启、天窗开启等操作。

长安汽车发布CS35PLUS
首次深度搭载腾讯车联智能生态系统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
1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
重庆市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工
作将于2018年11月7日至11月
16日进行。参加重庆市2019年3
月份的高职分类考试和6月份的
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均须在规
定时间按要求完成高考报名，逾
期不得补报。

重庆市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
工作依然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名
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至11月
16日。报考人员须在报名点进行

预报名（在校生在就读学校所在区
县招考机构设置的报名点报名，其
他考生在户口所在区县招考机构
设置的报名点报名，普通类非英语
语种考生在指定区县报名），提交
身份证明、学历（学力）证明、照顾
（专项）资格申报等相关材料，经资
格初审后，在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http：//www.cqksy.cn或重庆招
考 信 息 网 http：//www.cqzk.
com.cn凭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

“高考网上报名信息采集系统”进
行网上报名。

重庆明年普通高考11月7日起报名

11月1日上午10时，周小波来到殡
仪馆，站在父亲遗体前一动不动，泪流满
面。这是相隔4天后，他再次见到父亲周
大观，但没想的是，这一次却是阴阳两隔。

周小波是重庆万州蓝天救援队副
队长，在万州坠江公交车打捞救援中，
他与其他救援人员一样，奋战了整整4
个昼夜。唯一不同的是，搜救的失联人
员中，有他的父亲。

一句“我晓得”成诀别

10月28日上午，周小波起了个大
早。他正在万州区教委挂职，当天万州
区举行运动会，他要到赛场去。

“听说西山公园的菊花开得很美，
你顺路捎我过去。”周大观得知儿子要
去赛场，就让儿子带自己一程。

父子俩一起吃过早餐，周小波便将
父亲送到西山公园附近。“我很忙，可能
没空接你。”周小波说。

“我晓得，我自己回去。”父亲很理
解儿子的辛苦。谁都没有想到，这匆匆
一别再“相见”，已是4天后。

到了赛场，周小波一直忙于工作，
期间姐姐打来多个电话，他无暇接听。

“你知道爸爸在哪里吗？”空闲下
来，他给姐姐回了电话，姐姐焦急地问。
姐姐告诉周小波，父亲的电话一直打不
通。“朋友圈都传遍了，你还不知道吗？
万州长江二桥出事了，一辆22路公交车
掉到江里去了。”

周小波随即拨打父亲电话，电话那
头传来“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估计是在一个信号不太好的地
方。”此时，周小波并没有将坠江公交车
与父亲联系起来。

不过，作为一名救援队员，他第一时
间赶到家里，换好救援服装向现场赶去。

噩耗传来，他强忍悲痛继续
参与救援

周小波与其他蓝天救援队的队

员们赶到现场后，立即驾驶冲锋舟
赶往公交车落水地点附近，试图寻
找幸存者，可惜一无所获。忙碌的
救援工作让周小波无暇思考父亲的
去向。

稍微空闲下来，已是当天下午1点
过。“爸爸一直没有回家！”从姐姐那里
得知父亲失踪的消息后，周小波心急如
焚，一有空就拨打父亲的电话，不过得
到的，只有冰冷的无法接通的机械回复
声，直到最后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
机”。

“我家就在万州长江二桥北桥头附
近，22路公交车我们经常坐。”周小波
说，虽然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却一
直难以接受。

“如果是无人接听，我不会往坏处
想。可是无法接通，我就在想爸爸是不
是真的落水了，手机已经进水无法使用
……”周小波告诉记者，那是他第一次
意识到，父亲可能真的遇难了。

“不管爸爸是不是真的在公交车
上，作为一名救援队员，全力搜救是我

的职责所在。”暂时抛开心里的不安，周
小波与队员们一起，驾驶冲锋舟再次投
入救援工作。

“公安打电话给我了，向我询问情
况。”又过了一阵，姐姐带着哭腔再次电
话联系周小波。

“别急，可能是骗子呢？我打电话
问问。”周小波在安慰姐姐的同时，也在
安慰自己。

残酷的现实却将希望粉碎。民警
随后联系到周小波，说通过监控视频发
现，他的父亲周大观上了坠江那辆公交
车，很可能没有下来，让周小波前去记
录DNA信息。

再次接到公安电话，是 10月 30
日，那天救援人员已经打捞起7名遇难
者遗体。民警联系周小波，询问他父亲
的衣着相貌……

虽然悲痛不已，可是周小波没有休
息，而是继续参与救援。4天多的救
援，他从未回过不远处的家，而是一直
住在江边帐篷里。只有当他独自一人
时，才会默默流着眼泪。“一直以来，爸

爸都支持我参加救援队。我想，哪怕他
真的遇难了，也希望我振作。”周小波
说。

父亲十分支持他热爱的公益事业

“爸爸的言传身教，是我参加蓝
天救援队的原因之一。”周小波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父亲曾经是一名乡村
教师，40多年教师生涯，让他成为受
当地人人尊敬的人。“孩子们的饭菜
冷了，爸爸会把他们带到家里，为他
们热饭。”

1998年，入伍4年的周小波从部队
退伍，跟随父亲的脚步也作了名教师。
2005年，调入汶罗小学，担任体育教
师。

2015年，周小波决定加入蓝天救
援队，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一份力量。

“爸爸得知我这个决定时，没有丝毫阻
拦，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周小波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参加蓝天救援队这3年多时间里，他
几乎从未缺席队里的训练和救援。哪
怕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也未曾退缩
过。

“面对危难时，能得到他人的救助，
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每想及此，我都会
更加乐于帮助他人。”坐在记者对面的
周小波，因连日救援有些疲惫，谈及父
亲时，话语中饱含悲痛；可聊到他所热
爱的公益事业，精神又为之一振。

“未来我还会全力以赴救助更多
人。”周小波说，这次痛失至亲也让他明
白，在他人遇到危难时伸以援手，是多
么的可贵。

“父母在时，哪怕我已经40多岁
了，可在他们面前我仍旧是个孩子……
母亲走后，我本想好好孝敬父亲的，可
经常因为工作忙等原因，忽略了父亲的
感受……‘子欲养而亲不待’，儿子不
孝，爸爸您一路走好。”当着记者的面，
周小波难掩悲痛，失声痛哭。

在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民间救援队员周小波正全力救援时，突闻父亲就在失事公交车上——

噩耗传来，他强忍悲痛继续参与救援
本报记者 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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