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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28日，市交通局发布《关于2020年
中秋国庆节期间轨道交通延时收班
的公告》，为满足乘客出行需求，9
月30日至10月8日，轨道交通1号
线、2号线、3号线（碧津至举人坝段
除外）、5号线、6号线（国博支线除

外）、10号线及环线末班车的始发
时间，将由原来的 22:30 调整至
23:00。

市交通局称，延时后的轨道交
通列车各车站末班车信息，敬请关
注轨道集团官方网站、微博进行查
询。

9月30日至10月8日

轨道末班车始发时间将延长至23:00

长假怎么玩，重庆市区城郊一样精彩
□本报记者 韩毅

9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文化旅游委、市内各大景区及文博
场馆获悉，我市各大涉旅单位已提
前谋划、充分准备，备下了丰富多彩
的文旅精品和活动，可谓“市区城郊
处处精彩”，以满足国庆中秋期间游
客和市民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游
玩需求。

生态康养游
好山好水好有趣

携程、途牛等在线旅游平台大
数据显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
下，生态康养是市民出游的热门选
项，避免“人从众”是普遍关注的话
题。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于一体，为游客提供了足
够的回旋空间。尤值一提的是，在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双晒”活动等
推动下，这些生态空间不仅广阔，而
且充满诗意和趣味，为市民和游客
生态康养游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南川将举
办“古风古韵 国庆国潮”金佛山第
二届国潮文化节、神龙峡动漫节、黎
香湖马戏狂欢嘉年华、十二金钗大
观园欢乐采摘活动等，新活动、潮玩
法妙趣横生。

此外，长寿湖景区将举办长寿
湖金秋湖滨音乐节，以音乐狂欢主
题，邀请知名艺人助唱演出；梁平

“明月山·百里竹海·猎神居”将开展
夜竹海·潮生活乡村音乐会，轮番上
演说唱、电音、手鼓、现代舞等；彭水
县将举办2020·中国苗族文化国际
旅游节，上演原生态情歌对唱，芦
笙、木叶、巴乌、葫芦丝等民族乐器
串烧演奏；秀山川河盖景区将举行
露营音乐节，以帐篷为床、星空为
被，让悠扬的旋律穿过游客的耳畔。

家庭亲子游
幸福全家乐

“双节”期间，家庭亲子游是最
主要的出游形式。如何让全家老小
都能悦享假日时光？我市多个景区
已备下丰富的“家庭套餐”。

在永川乐和乐都景区，游客除
了可以全家欣赏到各类珍稀动物，
还能参加国粹文化艺术节。该艺
术节以国粹文化展示和互动为主
要内容，选取皮影戏为重点表达形
式，将动物和皮影相融合，为游客
打造更有体验感与记忆点的文化
大餐。

国庆中秋假期，重庆欢乐谷景
区将举行环球飞车特技大秀、犀角
音乐节等活动。环球飞车特技大秀

特邀了全国多名精英车手组成潮玩
梦之队，在直径只有6米的圆形铁球
内，骑手驾驶摩托车以每小时80公
里的速度，表演交叉穿越、90°飞
行、360°旋转等高难度动作。

此外，綦江老瀛山景区将举办
老瀛山国庆亲子系列活动，开展恐
龙电影循播、恐龙快闪、真人不倒
翁、爆笑西游、滑稽小丑巡游、充气
碰碰球等活动；黔江区将举办“双节
同庆·畅游中国峡谷城”中国首届国
潮亲子旅游节活动，以亲子人群为
对象，设置了以国潮文化为核心的
趣味互动游戏。

文化体验游
精彩好戏天天演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纵深推
进，消费升级转型，旅游已不再是简
单地看山看水，已升级为品山品水
品文化。“旅”也不仅是人们的空间
移动行为，而被赋予了“艺”“玩物适
情”等文化元素。

据介绍，为了满足游客文化游
的新需求，国庆中秋假期，重庆国际
马戏城将重磅推出“疯狂马戏城·嗨
翻黄金周”活动，每天不仅有两场精
彩刺激的《魔幻之都·极限快乐
Show》魔幻大秀主题表演，还有室
外高空钢丝、重庆版“马戏之王”现
场秀，以及街头魔术、小丑互动、人
偶巡演等体验活动，为市民和游客
奉上欢乐马戏嘉年华。

国泰艺术中心、重演时代艺术
中心、川剧艺术中心、歌剧院艺术
厅、洪崖洞巴渝剧院等场馆，也是天
天有演出，包括川剧、京剧、歌剧、相
声、评书、露天电影、非遗展演等观
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

市级专业文艺院团也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准备了近60场精彩演出。
如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将上演折子
戏专场《营门斩子》《三岔口》等演
出；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将举行《重
庆组曲》、欢天喜地国庆系列音乐会
等。

我市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美术
馆等也将举办“文艺场馆奇妙夜”活
动，不仅开放了夜场，还将推出新书
签售会、主题阅读分享会、晚间艺术
展、夜间美术展等。

国庆中秋长假，不妨带着家
人，约上朋友，一起到剧院、文博场
馆，赏曲艺、逛展览、品书香，领略
重庆绚烂多姿的文化，过一个难忘
的假期。

▲9月28日，万盛经开区万盛小学举行“喜迎国庆 祝
福祖国”主题活动，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9月28日，沙坪坝区文化广场，文化志愿者们为现场
观众带来精彩节目。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更多区县活动

扫一扫
就看到

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金融素养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多点发力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为大力推进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常
态化建设，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响
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及
总行号召，多举措、多渠道、多层次开
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和风险意识。

精准开展宣教活动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伴随着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抢答，平安银
行重庆分行在朝阳小学两江校区的金

融公开课正式开讲。该
行对三年级80余名学生
进行了针对性的金融知
识普及。课堂上，该行
宣教大使向同学们介绍
了世界货币、人民币基
础知识以及最新版人民
币的防伪特征，并结合
趣味的点钞比赛，让同
学们在学习金融知识的
同时提升金融技能。其
间同学们热情高涨，积
极参与答题，此课同学

们收获满满。
“原来影响征信的因素有这么

多。”研究新生小李在听完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进校园金融知识讲座后说
道。9月27日，该行走进重庆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为180余位研究新生
开展了“金融知识讲座”，结合真实案
例对校园贷、大学生容易遇到的网络
兼职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进行了
详细讲解，帮助大学生们提升防骗识
骗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最后，对征
信知识进行普及，提示同学们要合理
负债，养成良好信用习惯，珍惜信用
财富。

同时，该行认真践行社会责任，积
极向老年消费者群体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让金融宣教与爱同行。据悉，该行
在厅堂、社区针对老年客户开展金融
知识普及沙龙活动；走进南岸区孝越
兴养老院、江津区益寿居老年公寓，为

老人们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送上节日
的慰问。

“一定要记住，不要给陌生人汇
款，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工作人员走进乡村宣传时，
一再提示当地村民。近期，该行深入
永川区三教镇石龙村、涪陵区南沱镇
睦和村拜访了当地贫困家庭和留守农
民，并走家串户开展金融宣教活动。
工作人员针对村民关心的防诈骗、识
别假币等金融知识进行详细讲解；通
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银行卡使用、
支付安全、如何守住“钱袋子”等基础
知识，并与村民有效互动，激发其学金
融、懂金融、用金融的热情。

拓宽线上宣传渠道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积极整合各类
渠道资源，将传统媒体、新媒体充分结

合，开展数字化、多样化金融知识宣传。
一方面启动“知识星享”计划，以

微海报形式对金融知识进行分享。分
行运营行长曾瑞、消保中心负责人徐
芳、各支行长共计25位知识分享官纷
纷为消保代言，晒出各类金融知识
点。客户扫码即可获取完整宣教内
容，将“分享”“所得”完美融合。另一
方面联合喜马拉雅推出4期“金融知
识大使”音频节目，以音频的形式向消
费者进行存款保险、理财等金融知识
普及，从听觉偏好者入手，弥补了传统
消保宣教受众的缺失，让更多人聆听
到消保声音，着力打造重庆分行持续
性、特色化的自创宣传素材。设计制
作宣传折页的同时，自创2期金融知
识宣教主题漫画《渝小安历险记》、2
期沙画短视频、3篇金融知识普及长
图、5期“以案说险”金融消费风险提
示，宣传重点针对保护个人征信、拒绝
买卖账户、慧眼识别广告、警惕非法网
贷等内容。另外，设计个人信息保护
闯关游戏，通过消费者互动，丰富传播

内容，扩大宣传规模。

强化线下立体化宣传氛围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积极推进金融
知识宣教阵地建设，打造线下立体化宣
传氛围。在全辖网点设立公众教育专
区，摆放金融知识宣传书刊、折页，供客
户随手取阅。同时，在厅堂醒目位置悬
挂主题宣传横幅，并利用LED显示屏或
电视投放金融知识宣传视频和图文资
料，积极营造活动氛围。各支行大堂经
理、柜员、理财经理向进店客户派发宣
传折页，并一对一地给客户讲解各种疑
惑，提示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提高消
费者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

下一步，分行将持续完善金融知
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引导消费者理
性选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自
觉抵制网络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
提升金融素养。

何继茹 李海霞
图片由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走进朝阳小学两江校区开展
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翔）9月28日晚，2020
中华山水茶道文化节开幕式在南温泉景区开幕，
作为此次文化节的一个重头戏，拥有重庆版“自
贡灯会”之称的南温泉灯会正式亮灯，让市民感
受到了一场光影盛宴。

本次南温泉灯会选址南温泉公园及原重庆
十中旧址，依托南温泉景区特有的山形地貌依山
傍水绵延约2.5公里，沿途布置了“九龙壁”“中
华神龙”“凤鸣祥瑞”等18个主题、108个灯组。

以中国瓷器代表花瓶为设计元素的创意灯
组“花开盛世”，长达百米、高十余米的“中华神
龙”，规模空前、拟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九龙

壁灯组”……记者看到，此次灯会上的彩灯以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巴渝历史文化故事为设计灵
感，造型恢弘大气，精美绝伦。同时，采用传统与
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将光、影、水、游、演、雾等声
光电效果与现代高科技5D技术充分融合，带给
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的艺术观赏性。

据悉，本次灯会观展时间将持续至2021年
2月底，覆盖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元旦节、
春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佳节，是一次全面展示
优秀巴渝特色文化、推进重庆城市夜间经济和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南温泉灯会”品牌的
创新尝试。

去南温泉看灯会 享一场光影盛宴

本报讯 （记者 罗芸）沙坪坝区第四个夜
间经济集市在磁器口开街，游客和市民可在此大
饱眼福、口福、耳福……9月28日晚，2020不夜重
庆（沙坪坝区）生活节暨沙磁夜趣街活动市集开街。

入夜的沙磁巷，华灯初上。沙磁巷下沉广
场及周边，重庆特色美食、地方特色小吃摊位一
溜排开，鲜香麻辣、价格亲民。文创市集中，古

玩、首饰、服饰、花艺琳琅满目。此外，还有江坝
坝茶话会可以听评书、故事，全家一起体验的家
庭卡丁车等。

作为首届山水重庆夜景文化节的重点内容
之一，在沙磁巷举办的夜趣街市集，让游客和市
民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风情，形成磁
器口独特的夜经济文化。

▲9月28日，巴南区南温泉景区，市民正在灯会上观灯。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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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渝北区金土沱食品有限公司，土沱麻饼第
三代传承人李程（左）正带领工人们制作传统的手工拗锅酥
皮麻饼。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到磁器口赶夜集 吃喝玩乐耍到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