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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你是否
注意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越来越
多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在公园中，也
有许多好看的广告牌，这将是重庆主流
媒体全新的传播平台。4月1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社区体育文化新媒
体推介会上获悉，重报都市传媒集团将
打造社区体育公园新媒体平台，利用社
区体育公园内的广告牌，为居民提供更
多优质信息。

据了解，去年8月，市政府决定利
用主城区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根据规划，从2018年至2020年，
我市将利用主城区边角地建设92个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目前，首批30个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已投入使用，为周边市
民的业余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随着社区体育公园的投入使用，

社区居民对于周边文化、商业等信息的
需求也日益提高，而这些社区体育公园
内的广告牌无疑为这些信息的传播提
供了载体。”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打造
的社区体育公园新媒体就是希望利用
这些广告牌，实现信息传播的线上线下
联动。

“具体而言，社区体育公园新媒体
建立之后，重报都市传媒集团将和相关
公司合作，利用这些广告牌为市民提供
大量文化、体育、旅游乃至日常生活信
息，让市民对社区周边的文化活动和商
业规划有全面的了解。”这位负责人表
示，同时社区体育文化新媒体还将通过
互联网技术，用运动打卡积分、广告分享
积分、公益活动积分、游戏积分等媒体互
动方式，让市民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

重报都市传媒集团
打造社区体育公园新媒体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15
日，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铁血七曜》
在重庆出版集团举行首发式。

作为我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重点出版物之一，《铁血七曜》由作家
李乔亚创作。小说聚焦 1947 年至
1949年间，云阳籍土家族川东游击队
领导人刘孟伉同志组织、发动、领导七
曜山区苦难乡民揭竿而起，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残酷压迫，支援解放战争主战
场的历程。全书生动再现了以云阳为
中心的川东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所进行的富有全国性战略意义的
英勇斗争。

“云阳是我的故乡，龙缸景区附近

的七曜山是我度过美好青春的地方。
在那里我听过许多关于当年游击队的
故事，但这些故事却鲜为人知，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些故事告诉更多的
读者。”谈到创作初衷时李乔亚表示，希
望读者读完此书后，能够明白在那个年
代那个地方，有一批川东游击队员，曾
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奋斗过。

“《铁血七曜》是一部传承红色记
忆、颂扬革命精神，有温度、有情感的
文艺作品，特别是作者把重庆地方革
命历史与当时全国革命大潮的整个时
局联系在一起，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共
产党人的伟大。”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革命题材小说《铁血七曜》首发
再现川东游击队铁血壮歌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画笔在葫
芦上勾描，一幅“南湖秀色”葫芦画近日
在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居民李
华渝的手中完成。李华渝说，自打社区
开发了“微益坊”和“微益家”平台，为她
的这门手艺打开了销路。

作为典型的“老旧散”小区，南湖社
区曾经也存在城市建设陈旧、流动人口
复杂、治安问题严峻等突出问题。结合
居民差异化需求，2015年，南湖社区建
成约400平方米的“微益坊”，通过完善
功能布局，使之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孵
化、活动、展示基地，通过无偿提供活动
场地、办公设备、业务培训等，为辖区社
会组织发展提供支持。

南湖社区党委书记徐永利介绍，
“微益坊”以梦想课堂和志愿服务为抓
手，已入驻社会组织41个，服务涵盖公
益、慈善、家政、文体、教育等多个领

域。这些社会组织定期举办社区公益
集市，并根据社区居民日常需求，创设
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活动。

而去年6月上线的“微益家”社区
公益平台则脱胎于“微益坊”，是“微益
坊”的延伸和升级。

色彩璀璨的花瓶、造型可爱的葫芦
画、方便实用的环保袋……在南湖社区，
手艺好的大有人在。昔日，这些手工艺
品只用于居民自娱自乐，而随着“微益
家”平台的成立，南湖社区集纳了大批社
区优秀手工艺者的作品，筹得的资金不
仅可以为社区里的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还用于支持保障社区志愿活动常态化。

在“微益坊”激发下，南湖社区居民
热衷参与志愿服务，如今，社区志愿者
队伍已发展到了42支约6000名志愿
者，社区里平均每4位居民中就有一位
志愿者。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有个“微益坊”

整合社会组织丰富居民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按照《国家

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是我国
法定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按照市
委宣传部、市委国安办工作安排，全市
各区县各部门从4月初开始，陆续开展
了一系列有特色有亮点的“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将一直
持续到本月下旬。

学生进军营

4月10日，巫山县开展了以“固我
国防，强国有我”为主题的国家安全教
育活动。全县中小学校遴选出的70
名优秀中小学生代表走进军营、参观
军营、观摩队列表演、体验武器装备、
聆听国家安全形势讲座、与官兵交流
讨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培
养了孩子们的国家安全意识，也让他
们从小树立起建设国防观念和报效国
家的理想。

学生们纷纷表示，观看解放军叔叔
的队列表演、体验武器装备和聆听精彩
的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更坚定了他们长
大以后参军卫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

4月11日、12日，垫江县和铜梁区
分别举行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活动。垫江县各级各部门约80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县委县政府还对垫江
县国家安全教育基地进行了授牌。

铜梁区选择在城区人流聚集的人
民公园举办宣传教育活动。现场通过
设置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展板，发放国

家安全宣传资料，法律政策咨询等方
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国家安全的理
念、意义和相关知识。

“网络竞赛答题”受欢迎

“江北政法连线”微信公众号，从4

月10日至15日，持续6天，每天发布5
道题，并设置每人每天一次答题抽奖机
会。答题同时，市民还可以学习到“国
家安全”相关知识。截至目前，该活动
已吸引5万余人次参与。

同时，江北区在线下也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如将《国家安全法》的内容，以
漫画文字方式，制作成知识台历2000
套并免费发放，深受市民喜爱。

据了解，4月初开始，全市各区县
各部门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线
上线下活动，深入中心广场、社区、院
坝，充分利用辖区各大商圈、企事业单
位、重要路口LED屏、户外T型公益广
告牌等，持续滚动播放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短视频及动画，集中开展国家安全宣
传活动。

宣传教育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年

据介绍，《国家安全法》自2015年
7月1日施行至今，在中央国安办的统
一部署下，全国已连续四年开展“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今年
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是“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
重庆市“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教育活动，已从本月起逐步在全市推开，
本次活动旨在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一步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打造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的国家安全共同体。

进军营进学校进社区

多区县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为了避
免个人信息被盗，大家不要随便在微博
微信上‘晒幸福’，也不要随意蹭免费
WiFi。”4月15日，第四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到来，重庆移动信息安全专家
高渊走进四川外国语大学作了《从安全
事件看安全形势和安全防范措施》专题
宣讲，通过个人信息被盗导致钱财受损
的多个电信诈骗案例，提醒广大师生及
市民注意保护个人信息，有效防范电信

诈骗。
高渊说，个人及家人的真实姓名、

照片、证件、车牌及家庭住址等信息，很
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来进行诈骗、绑架
等违法行为。因而，大家不要随意在微
博微信上“晒幸福”，以免泄露这些信
息。

如果你实在憋不住，那么在“晒幸
福”之前，一定要为微博、微信加一道防
火墙。譬如，对于微信，最好开启账号

保护和“添加朋友需验证”功能，关闭
“附近的人”“允许陌生人查看十张照
片”功能。

高渊还提到，一些提供免费WiFi
上网的公共场所，已成为黑客网络钓
鱼、破解监听的“俱乐部”。为避免因

“蹭网”被盗取个人信息，我们一定要注
意三点——

一是关闭手机自动连接WiFi功
能，杜绝WiFi泄密风险；二是有选择

地连接 WiFi，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
WiFi，并尽量使用有验证机制的
WiFi 服务，不要使用“WiFi 万能钥
匙”等蹭网工具；三是连接公共WiFi
时，不进行登录网银、银行卡转账等需
要输入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的
操作。

如今，网上交易越来越多。高渊提
醒，淘宝交易时，消费者一定不要使用
阿里旺旺以外的聊天工具与卖家进行
沟通。同时，不要随意点击卖家发过来
的链接，不要向卖家发送账号密码，不
要随意点开卖家发送过来的文件。

另外，对于不常用的信用卡和借记
卡，高渊建议关闭网上支付功能或限制
信用额度。

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信息安全专家提醒：

蹭免费网小心个人信息被盗

4月11日，永川，小学生参观59式57毫米高射炮。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阳春三月，
桃花、梨花、李花、牡丹、油菜花、樱花等
陆续盛开，鲜花把巴渝大地变成色彩斑
斓的调色板。4月15日，市文化旅游
委发布数据称，今年3月，我市接待境
内外游客46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492.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和

32.64%。
15日，在南川金佛山，被上海大世

界吉尼斯授予“树龄最长的粗脉杜
鹃”——杜鹃王子、杜鹃王妃万花萌动，
直径达十余米的花冠雍容大气、魅力四
射，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自渝北区的张
碧秀与几位退休伙伴在此拍摄的照片，

刚刚发上微信朋友圈，就获不少朋友点
赞、询问拍摄地。

“重庆的赏花游可以说周周不重
样，一般就是一两天的行程，人不
累，价格也便宜。”张碧秀说，潼南油
菜花、合川桃花、渝北李花、巴南梨
花、南山樱花、垫江牡丹花，这段时

间她的“花”约不断，不仅拍了很多
美美的照片，也吸引了大量网友围
观。

“乡村牌”是重庆打造旅游业升级
版的五张牌之一，要把发展旅游与振兴
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
变成“聚宝盆”。今年春季，重庆共推出
近200项赏花踏青主题活动，覆盖全市
所有区县，并集踏青赏花、乡村采摘、文
艺汇演、运动健身、研学旅游、休闲度假
等于一体，带热了农、旅、文相互融合的
乡村游。

3月花期 重庆接待游客4698万人次
旅游收入同比增三成

本报讯 （记者 韩毅）精彩重庆，
需要精彩讲述。4 月 14 日，“行·重
庆——2019网络达人重庆行暨文旅融
合金点子征集”活动在渝启动，来自今
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火山视频等平
台的全国22位知名网络达人齐聚山
城，以文图、视频、直播等多种表现形式

“打卡”重庆风景，展示重庆人文，唱响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行千里·致广
大”的美妙乐章。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网信办、重庆
市文化旅游委联合主办，旨在推动重庆
文旅融合发展，结合重庆区县“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邀请知名
网络达人实地游览重庆新景，感受重庆
人文，助力乡村振兴，推介巴渝美食，献
计重庆文旅发展，向广大网友展示一个
更加立体、丰富、生动的重庆。

在5天的活动中，网络达人们将分
赴主城、渝西、渝东北的部分区县，爬重
庆的坡、过重庆的桥、看重庆的山、望重
庆的水、读重庆的文，以“行·重庆”为主
题，开展系列直播，创作系列短视频，拍
摄系列精美图片，带领广大网友“零距
离”互动体验重庆人文历史、自然风光
和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一位从业10多年的旅游博
主，我去过很多国家，看过很多地方，重
庆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不仅因
为这里有壮美的风光、好吃的火锅，还因
为这里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文化资
源。我希望这次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
重庆最动人的音符，让全国乃至世界更
多的人进一步了解重庆，走进重庆！”在
体验了江北中央商务区、渝中湖广会馆、
南岸弹子石老街后，达人“幻想家”称。

“重庆火锅，麻辣鲜香，驰名中外；重
庆小面，汤汁浓郁，韵味绵长……我对重
庆的美食文化心驰神往已久，期待这次
重庆之行能更多了解这座城市的美食文
化及其背后故事，进而触摸这座美食之
都的独特魅力。”达人“天台食堂”表示。

重庆籍知名达人“小辉辉”说：“山水
是重庆的颜值，人文是重庆的气质。作为
重庆人，我很自豪，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
全国网友更好地了解重庆、爱上重庆。”

“大美重庆，两江交汇，山水一体，
山之具像、水之灵韵、城之立体、文之璀
璨、景之映现尽在其中，确实令人流连
忘返。”其他网络达人也纷纷点赞。

据悉，拍摄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
在4月下旬组织图文、短视频集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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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庆——2019网络达人重庆行暨文旅融合
金点子征集”活动启动

全国网络达人“打卡”梦幻山城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
生活”指引下，重庆旅游正蓬勃发展。

客流统计摄像头、WiFi探针、热力
地图、电子导游导览……2018年国庆
节，全国旅游热点景区洪崖洞全面完成
智慧景区建设，大幅提升了景区的接待
水平。而这样的智慧旅游景区（度假
区）试点示范建设，全市过去一年完成
了20个。

来自市文旅委的信息显示，去年，
我市扎实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持续
推进旅游景区提升行动，创下全球旅游
增长最快城市，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落户
我市，实现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动
一大批景区改造提升亮相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我市精准对接全市“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启动实施城市美誉度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持续推进旅游景区提升行动。

比如，重庆音乐厅规划选址顺利推
进，重庆大轰炸纪念馆建设启动规划论
证，少儿图书馆新馆建设方案敲定，国
际马戏城一期建成投用、二期完成方案
设计，全国首个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
（重庆）项目正式开工。此外，重庆7条
传统风貌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加快推进，
南岸区龙门浩首开区对外开街，渝中区
十八梯首开区完成建设任务。

在红色旅游方面，去年，我市还倾
力打造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品质提升
工程，完成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红
岩村国民参政会旧址等重点文物维修
保养，改造红岩革命纪念馆入口景区环
境，实施白公馆至渣滓洞游客步道建
设，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实行网上预
约参观，《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
历史陈列》完成改造并对外开放。

主战场
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落户重庆

去年，我市举办第九届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世界大河歌会、中国首届世
界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国际研讨会等
重大文化旅游节会60余场，在提升城
市人文品质和美誉度的同时，一批重大
文旅项目也纷纷落户重庆。

比如，第十二期文化产业精品项目
交流对接会，推荐项目107个，签约项
目30个，签约总金额1699亿元。成功
举办第二届文化惠民消费季，全市参与
人数突破50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
50亿元。

全市一共有55个涉旅重点项目有
序推进，北碚区温泉健康小镇、綦江区
旅游特色小镇等6个重点旅游项目顺
利落地；华侨城欢乐谷正式开放，西部
地区首个纪录片产业基地——重庆纪
录片产业基地揭牌启用；当当书店全国
首家旗舰店落地重庆；重庆电影剧本孵
化中心挂牌成立等。

成果
智慧景区建设，承载量获得提升

我市全力推动的“打卡景点”旅游
品质提档升级和洪崖洞智慧景区建设
也取得不俗成绩。李子坝、洪崖洞、解
放碑、长江索道等景区一跃成为全国

“打卡景点”代名词，长江索道成为全国
第三大人气景区。

“去年国庆节，仅前四天，洪崖洞景
区接待45.6万人次，同比增长220%。”
洪崖洞景区负责人张奇介绍，经过智慧
景区建设，去年11月，洪崖洞景区日最
大承载量为122028人次，比以前增加
了近3万人次。

此外，来自市文旅委的信息显示，

去年，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持续有
序推进，累计完成27家A级旅游景区
创建评定和8家星级酒店评定工作。

涪陵武陵山、彭水阿依河、黔江濯
水古镇、红岩联线5A级景区创建和神
龙峡5A级景区复牌工作扎实推进。

市文旅委相关人士介绍，在2018中
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中，我市排名第二。

同时，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
发布《2018年城市旅游和旅游业影响》，
重庆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城市；全年文
化产业企业注册数超过11.5万家，文化
产业增加值增速 5.5%左右，占全市
GDP比重3.1%；全市旅行社新增27家，
总数达到580家，实现旅游总收入4234
亿元，增速30%左右。

体验
高质量发展带来高品质旅游服务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市财政
设立每年3亿元的市级文化产业专项
资金，从项目、税收、用地、人才等方面，
扶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红利持
续释放。

随着我市旅游景区软硬件的改造
和提升，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多
高品质旅游服务和体验。

去年，全市开行主城区常态化旅游
观光巴士线路 11条、区县旅游线路
143条，建成市级旅游集散中心7个、
区县旅游集散分中心22个和游客咨询
中心39个，建成旅游汽车营地25个、
运营游轮游船38艘、运营低空旅游飞
机18架，水陆空一体化旅游交通格局
逐步形成。

来自市文旅委的数据显示：去年，
全市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586.42
平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市新建
成开放博物馆9家，新增国家等级博物

馆5家，全市博物馆总数达100家。超
过3000万人次走进博物馆，参观博物
馆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打好五张牌
启动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

试点建设

市文旅委相关人士介绍，今年，我
市仍将围绕“三峡、山城、人文、温泉、乡
村”五张牌，打造全市旅游主战场。

打好旅游发展“五张牌”。主要包
括打造世界温泉谷项目集群，做强做优

“五方十泉”“一圈百泉”项目集群，加快
推进世界温泉谷项目建设。

深度挖掘气象旅游资源，启动重庆
三峡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今年，我
市还将打造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集散中
心项目集群。围绕“壮美长江·诗画三
峡”主题，形成以万州为中心辐射全域
的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集散体系。

发挥长江系列游轮作用，打造“水
上巴士”快速观光游船，开发“旅游+”
和“+旅游”产品和集群，打造长江三峡
国际黄金旅游带。

打造都市旅游项目集群，规划“两
江四岸”旅游线路，打造滨江旅游休闲
带国际品牌和“两江汇”精品灯光秀；实
施“两江游”提档升级行动，打造主城大
型实景旅游演艺等文旅项目；依托立体
旅游交通体系，串联“打卡景点”、自然
景观和历史文化街区，形成精品线路和
集群。打造气候四季康养项目集群，以
四季康养为目标，打造中高端全产业链
气候康养服务国际品牌体系和气候康
养项目集群，建设国际知名的气候养生
旅游示范区和目的地。力争全年入境
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0%，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30%。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重庆成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的城市
今年启动三峡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

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落户我市，实现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