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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 月
16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
博览会的重要活动——“巴蜀山
水 乐游合川”2020成渝双城旅游
形象推广大使选拔赛，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启动。本次选拔赛旨在发
掘一批优秀旅游推广人才，呈现江
城美景，展示合川文旅发展新成果、
成渝文旅新形象，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据介绍，本次比赛由合川区政

府、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合川区
文化旅游委、重庆新闻旅游集团、重
报集团旅发中心、钓鱼城文旅公司承
办，10月17日——11月1日，主办方

将开启报名通道，成都、重庆同步报
名。其中，在重庆，有参赛意愿者可
点击进入上游新闻旅游频道和“重庆
周末去哪”微信“旅游大赛”专区报
名。

之后将进行网络票选，成都和

重庆的前 20名选手进入下一轮城
市晋级赛。晋级赛在成都商圈举
行，总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合川举
行。

据介绍，本次选拔赛奖金丰厚，
冠亚季军将分别获得5万、2万、1万
元现金奖励及奖杯证书，其中冠军将
作为合川文旅形象推广大使为合川
代言一年。

成渝双城旅游形象推广大使选拔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大气的
展区设计、精彩的融媒体报道、生动的
摄影作品……10月16日，在重庆文
旅会上，重庆日报展区受到众多市民
的热烈追捧。

2019年3月，重庆日报全新改版，
提出“打造新时代精品党报”，更加突
出党报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
用，始终做到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更加
突出鲜活性，努力改进文风，让报道更
具亲和力、感染力，强化深度报道、评
论理论、特色周刊等内容，策划推出了
一系列精品报道。

在重庆日报展区记者看到，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阅读《总书记视察重庆
一周年》《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

新变化》等主题报道和《战疫前线医护
人员吐心声》《两江奔腾——百米长卷
绘重庆》等融媒体精品报道。今年，重
庆市扶贫办和重庆日报联合主办“扶
贫印记”为主题的2020重庆视觉扶贫
行动，现场展出的一张张摄影作品充
分展现了各地的扶贫成就，彰显了巴
渝大地新面貌。

由重庆应龙互娱有限公司制作、
城市记忆文化大数据平台（重报大数
据研究院打造的项目）支撑落地的第
一个数字文化产品项目《故乡的记忆：
味缘篇》亮相重庆日报展区。这款游
戏将重庆美食、重庆文化以及带有浓
郁重庆历史古韵的本土风物呈现在玩
家眼前。

重庆日报展区还举行了视觉重庆
摄影师签约仪式、展示了融媒体智能
设备，受到摄影爱好者的追捧。

重庆日报展区引市民追捧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拓展体
育旅游消费新空间，重庆将有哪些动
作？10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在渝
北区举行的2020重庆市第四届体育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上获悉，重庆市体育局
已经与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签署体育
发展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在足球领域、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赛事引进等多个领
域加强合作。也就是说，未来重庆有望
从英国引进足球、赛车、马术等多项品
牌赛事。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足球领域、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赛事引进等多个领域
展开合作。”重庆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其中在足球领域，双方将积极寻
求在英国足球俱乐部品牌引进、校园和
社会足球发展、足球场地、青训场地设
施规划、国际足球论坛举办、足球科技

和装备等领域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交
流和互动，全面助力重庆足球整体水平
的发展。

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双方将
围绕2023年亚洲杯和其他大型赛事，
共同在体育运动场馆的设计规划、场馆
升级改造、场馆运营、体育设施设备、大
型赛事服务等方面挖掘潜在合作机
会。“同时，我们还围绕英国顶级体育赛
事IP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未来，我们
有望从英国引进包括足球、赛车、斯诺
克、马术、橄榄球、水上运动、户外运动
等多项顶级赛事。“该负责人表示。

在此次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
市体育局和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发布
了三个一批精品项目（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体育旅游综合
体）的名单。

拓展体育旅游消费新空间

重庆将在足球等多领域与英国加强合作

2020重庆文旅会第二日亮点纷呈

体验区域人气高 文创精品受热捧

□本报记者 韩毅 赵迎昭

非遗项目、旅游路演、文创产品、
文化演出……10月16日，2020重庆
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重庆文旅会”）进入第二天，10大主
题展区、近千家展商的各种展示展销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亮点纷呈，魅
力十足。

“双晒”融合展示区
山水之城人文旅游风光无限

展览第二天，重庆文旅会精彩不
减、人气爆棚，集中展示全市区县“双
晒”第二季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成果的

“双晒”融合展示区更是精彩纷呈。
南川展馆以“文创+产品”的形式，

从“景、城、乡”三个维度展现“金佛奇
绝”“神龙飞瀑”“山王春秋”“醉美东街”

“金钗倩影”五大核心景区的独特魅力，
富硒、富锶、富氧“三富”，好景、好耍、好
住、好吃、好礼“五好”等康养产品，展出
了“金山五绝”系列文创产品。

同时，通过抽奖、互动问答等，推
出景区门票免费送、南川特产超值秒
杀等超多福利，吸引大量观展市民驻
足观看、互动体验。

在黔江展馆，该区在“双晒”第二
季中的美景美物集中亮相，涵盖8家
4A级旅游景区，市级非遗石鸡坨土
陶、区级非遗冉氏木雕以及手工麻糖、
竹家山蜂蜜、小黄牛牛肉干等，吸引大
量市民体验与选购。

江津展馆以“大爱江津 心之所
往”为主题，展馆设计充分融入了中国
的传统文化，并特别设计“三重门”的

概念，对外展示宣传江津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展现了江津
的文旅特色。

同时，展馆还设有茶艺展示、插花
表演等体验区域，以及展示展览了中
山古镇、白沙古镇、四面山的一系列文
创产品，整个展馆人气爆棚。

此外，北碚、开州、南岸、巴南等大
量区县的展馆，集中展示全市区县“双
晒”第二季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成果，涵
盖景区景点、旅行社、温泉、酒店、特色
文旅商品、名优农产品和“文化+”新业
态内容，吸引海量市民游客观摩体验。

“一带一路”交流区
国际文化旅游商品受市民喜爱

“一带一路”交流区展示展览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工
艺美术、创意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内容，包括立陶宛、匈牙利、巴基斯坦、
乌拉圭、捷克、以色列等国家的知名文
旅企业参展，受到市民热捧。

记者在现场看到，立陶宛展区展
销琥珀和香薰蜡烛。据了解，立陶宛
素有“琥珀之乡”美誉，琥珀也被称为

“立陶宛的黄金”。展出的琥珀时尚
别致，吸引不少市民观赏。展出的香
薰蜡烛，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香气都
令人赏心悦目。工作人员介绍，仅10
月15日一天就销售了近30盒香薰蜡
烛。

捷克展区也很有特色。据了解，
捷克的水晶玻璃工艺品是捷克最负盛
名的传统产品之一，有“透明的黄金”
之称，自古便是欧洲皇室及社会名流
们的生活奢侈品。展会现场，一件件

水晶材质的咖啡杯、高脚杯、花瓶晶莹
剔透，浮雕工艺精美，装饰华丽，让人
爱不释手。

巴基斯坦展区展销当地特色的花
梨木家具和羊绒披肩、羊毛地毯。花
梨木家具包括桌椅、饰品盒、抽纸盒
等，色泽深沉，雕刻精美，充满巴基斯
坦特色。来自巴基斯坦的客商汗先生
说，这是他首次来渝参加展会，出乎他
意料的是，巴基斯坦特色产品在10月
15日一天就销售了1.2万元，“希望重
庆市民喜爱巴基斯坦的文化和产品，
我们的产品也可以通过文旅会这一平
台进入重庆市场，进入更多重庆市民
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的参展，不仅为展会增添更
多国际元素，也有利于我们做大‘朋友
圈’，提升重庆的国际影响力。”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称。

川渝城市示范区
集中展示川渝文旅创新发展成果

川渝城市示范区同样是本届重庆
文旅会的一大亮点，集中展示了川渝
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成果，以及西
部各省（自治区）文化旅游体制机制改
革成果、文旅融合产业重点领域的发
展成就等。

为了全面展示四川眉山的旅游资
源、旅游产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让
更多的人了解眉山，走进眉山，瓦屋山
景区作为眉山旅游龙头精彩亮相了本
届重庆文旅会，集中展示展览了瓦屋
山生态康养形象，呈现了眉山和谐自
然美丽的生态旅游环境，给逛展市民
和参展商留下深刻印象。

四川彭州白瓷也亮相了本届重庆
文旅会。彭州白瓷延续了宋代陶瓷文
脉，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和独
具地域特征的风格，素有“天府金盆”

“蜀中膏腴”的美誉。如今，彭州白瓷
艺术中心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
特色文化资源，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入挖掘城市文
化元素，运用传统工艺结合时代潮流
的理念和方法，打造出了多元化产品
体系，在展览现场吸引大量市民观赏、
采购。

在西藏展区，除了各个景区介绍
和精品旅游线路分享外，展区还带来
了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西藏“伴手礼”，
如冬虫夏草、藏红花、牦牛肉、酥油茶、
唐卡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打卡。

在内蒙古乌海展区，现场除了牦
牛肉干、奶干等美食特产外，还带来了
不少旅游文创产品，如一个白色笑脸
图案的摆件，轻轻一拍就能发亮和变
色。“这一个触摸硅胶灯，是根据乌海
7000多年历史的岩画所设计而成。
在本次重庆文旅会上展销效果非常，
一天卖了数十个。”该展厅相关工作人
员称。

在云南昭通展区，现场汇集了苦
荞茶、燕麦炒面、苕粑丝、苹果等类型
丰富的特产，仅苹果就有金帅、红将军
等4个品种。该展区工作人员称：“除
了展示展销，我们针对重庆市民还推
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如一件苹果就
可优惠10元到15元，目前销量非常
不错。”

据介绍，本届重庆文旅会的线下
展期将持续至10月18日。

▲10月15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现场热闹非凡。图为江津展馆。
本栏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视觉重庆

▲10月16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
产业博览会红岩联线展区，市民正在选购
各种精美文创产品。

▲10月16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
产业博览会巴基斯坦展区，市民正在选购
精美的巴基斯坦特色产品。

▲10月15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重庆日报展区受到市
民追捧。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张凌漪

10月20日，第三届城市花博会即
将在重庆园博园拉开帷幕。除了赏花
观景，现场还有哪些耍事？

10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打探
到，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重庆“美丽经
济”发展，本届城市花博会特别设有“美
丽乡村”“花样生活”展区。市民可观看
到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特色农产
品，逛花卉文创展区，并欣赏到121件
来自全国各地的盆景精品。

18个深度贫困乡镇晒出
特色农产品

黄澄澄的高山洋芋，香气诱人的
干香菇，金灿灿的干黄花，黑油油的木
耳……本届花博会上，全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将展示最具自身特色的地道
农产品。

为啥要到城市花博会来展示农产
品？记者从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了解到，
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通过参展，可
以面向社会各界亮出特色产品，推介文
旅产业，从而扩大销售规模，并寻求更
多合作机会。

为此，城市花博会专门设置了富有
农家风格的“美丽乡村”展区。展区的
农家小院中，竹箩筐装满各种特色农产
品，配上各类富有岁月痕迹的农具，将
展现出浓厚的巴渝传统氛围。

市民能看到哪些特色产品？据悉，
城市花博会期间，“美丽乡村”展园将展
出的农产品包括奉节县平安乡的土黄
豆、鲜土豆，酉阳县的车田乡干香菇，酉
阳县浪坪乡的小米花生、干黄花，城口
县东安镇人工采摘的农家自制党参，彭
水县大垭乡的绿豆、土黄豆、干辣椒、黑
木耳，巫山双龙镇的板栗，万州区龙驹
镇的干竹笋、柠檬、绿壳土鸡蛋、农家无
铅柴灰皮蛋，秀山县隘口镇的小叶春
茶、夏茶、秋茶等。

看完想买咋办？城市花博会早有
安排。“美丽乡村”展园中展示的脱贫产
品，均可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重
庆馆进行线上购买。

此外，展会期间，园博园内还将开
展美丽乡村脱贫攻坚大型公益直播，为
这些富有重庆本土特色的农产品提供
更多展示机会，助推消费扶贫。

花卉文创、美食休闲等你
来体验

随着近年来的积累，城市花博会
早已不只是市民赏花的平台，而更被

赋予了文化、休闲的内涵。为了丰富
市民的观展体验，本届城市花博会特
别组织200多家花卉文创、美食休闲
商户参展，共同组成“花样生活”展示
板块。

现场究竟有哪些“花样”？记者了
解到，重庆最大的鲜花市场望海花都、
熊婆婆的花园等连续两年参会的大型
花商，今年将继续推出人气花卉及花卉
相关产品。龙胆花，卡特紫香兰，精品
多肉植物，创意微型盆景，绿植、艺术微
景观、纯手工陶艺花罐等广受市民欢迎
的产品均将亮相。定制化干花、室内植
物软装等展示，将为市民提供美好生活
的灵感。

文创类产品则包括了火焰蓝大学
生文创、三十六行非遗文创等团队的作
品。包括有古法手工叶雕、荣昌泥精
陶、手工香皂、动漫手办等。

为方便市民观展和购物，城市花博
会组委会将专门在市民观展、游园的沿
途设置多处展销点，让园博园内的游览
路线集“观赏、购物、休闲、美食”于一
体。

此外，展会期间，园博园露天剧场
还将上演“望海花都·花园生活节”，推
出国潮秀、时装秀、音乐会、花艺课堂等
舞台表演和体验活动，让市民在观赏之
余增加互动体验的乐趣。

121件精品盆景展现匠心

谈到城市花博会，主角仍然是花。
2019年城市花博会上，重庆首届全国
盆景邀请展深受市民好评。本届城市
花博会则特别设置“匠心楼阁”展区，联
合重庆市花卉盆景协会，继续举办精品
盆景邀请展。

据介绍，本次精品盆景邀请展展出
的盆景艺术精品共121件。其中有湖
北、贵州、云南、成都4省市精心选送的
40件高质量盆景，也有源于重庆本地，
在众多盆景展会中出现的80件获奖作
品。其类型包含树桩盆景、水旱盆景、
山水盆景、微型组合等。

城市花博会组委会透露，盆景艺术
主要追求雅致脱俗，形神并重，虚实交
融的境界。此次展出的盆景作品均由
盆景匠人耗时数年精心培育，看点众
多。

此外，在“匠心楼阁”展区入口处还
将展出中国盆景艺术大师田一卫打造
的一幅长5米、宽1.8米的大型山水盆
景。据重庆市花卉盆景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田一卫擅长运用雕塑的手法来
塑造巴山渝水的地质风貌，本次展出的
作品值得广大市民期待。

观特色农货 逛花卉文创展区 赏精品盆景

第三届城市花博会耍事多

“美丽乡村”展区效果图。 （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供图）

本报讯 重庆粮食集团南岸
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离休干部石

喜才同志因病于2020年10月16
日逝世，享年99岁。

石喜才同志系河南林县人，
1939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石喜才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