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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日
前，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在小河中学启动，我
区统战爱心人士为金山镇困难

群众捐赠衣物2000件。

近年来我区深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村、示范社区、示

范学校、示范医院的创建活动，
大力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项目，

全面加快我区少数民族群众居
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尤

其是大力改善了我区边远乡镇

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教

育、医疗等条件。

金山片区地处我区南部地

区，是全区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群

众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是我

区少数民族脱贫攻坚任务的重
点区域。区委统战部、区民族宗

教委连续 5年在金山镇、头渡

镇、德隆镇实施少数民族教育、
卫生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资金项目，共计投入资金220万
元。

下一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周活动将通过民族政策宣传、少
数民族成果展示、民族知识宣传

等形式，在各乡镇（街道）持续开
展宣传，让大家加深对少数民族

的了解，让各族人民团结在一

起，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区启动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
10月6日，冷水关镇平安村便

民服务中心一片热闹，村里百

余位老人齐聚一堂欢度重阳

节。
“我们今天的活动从有奖

问答开始！”在现场主持人响

亮的嗓音中，以“扬传统美
德 展脱贫风采”为主题的重
阳节活动正式开始了。“重阳
节又叫什么节？”“两不愁三保
障的内容是什么？”……提问
简单又贴近生活，现场老人纷

纷抢答。

独唱、舞蹈、小品、快板，

文艺节目讲出了党的好政策，

也唱出了村民们的幸福生

活。“这些年，我们老年人得到

了更多关爱，现在的生活真的
是越来越好了。”59岁的平安

村 7组已脱贫户钱朝木在政

策的帮助下，享受了低保兜
底，今年村里又安排他当了保
洁员，生活有保障，日子越来
越有盼头。

当天，冷水关镇卫生院还
组织医护人员现场为老人免
费体检。

平安村老人欢聚一堂过重阳

本报讯（记者 马君如）昨日，记者从
区交通局获悉，国庆期间全区公路运输共

投入客运车辆 2037辆次，完成客运量 8.2
万人次。无一起伤亡事故和影响客运正
常秩序的纠纷发生。

“去年国庆回南川，在高速路下道口

堵了 50分钟才到家，今年这里新修了一
个下穿道，回家一路畅通无阻。”10月 1
日，在四川工作的南川人林丹高兴地说。

她口中的下穿道是金山大道—南园路交

叉口改造工程，该工程节前实现通车，金
山大道方向的车辆通过地下通道通行，高

速公路下道的车辆直接从路面通行，有效
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

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城区

交通勤务大队大队长夏茂强介绍，金山大

道—南园路交叉口改造工程没通车前，一
到节假日至少要安排6名民警疏导交通，
全天几乎处于拥堵状况，拥堵时间达七八

个小时。通车后，只需安排一名民警值
守，拥堵情况明显改善。

“以前从城区到西坡，道路坑坑洼

洼，一到下雨天，路上满是泥浆，现在道
路升级改造后，路面宽敞平整，20分钟

就到了西坡，节约近 20 分钟。”10 月 5
日，家住金山丽苑的胡女士带着外地的
朋友前往金佛山旅游，行驶在升级改造

后的天马公路上，她止不住夸赞。“天马

旅游公路于 10月 1日通车，是金佛山西

坡连接南万高速的旅游通道，按双向四
车道设计。”天马旅游公路现场负责人向

晓东介绍。
据悉，国庆节期间为保障交通安全稳

定，我区交通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70人
次、执法车辆 22台次，检查客运班车、旅

游包车 351辆、出租车 56辆、公交车 21
辆，检查渡口 11个次、船舶 21艘次，巡查
公路里程499公里。

交通更畅通 出行更便捷

7天迎送旅客8.2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罗

苑瑜）10月8日，记者从
区商务委获悉，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全区消费市
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
购销活跃。全区重点监
测的6家商场、超市销售
额达 4137.2万元，同比

增长13.5%。
国庆期间各大酒店

婚礼档期爆满，与之关
联的黄金珠宝类、化妆
品类、婚庆用品等商品
销售热度不减。据一黄

金珠宝销售门店负责人

黄姗介绍，节日期间前
来购买黄金珠宝饰品的
市民比平时增加不少，
10月份是结婚季，结婚

的新人都会买一些黄金
首饰，特别是买结婚套

餐的人比较多，黄金整
体销售增长了50%。

婚宴、旅游就餐、
亲朋聚餐，是国庆假日
期间餐饮市场的主旋
律。节日期间，我区餐

饮企业主推寓意团圆、

亲情的菜品及秋季养

生菜肴，具有地方特色
的饭店以其特有美食、

独特文化、特色服务受
到热捧。

金秋十月，正是金佛山方竹笋大量上
市的季节。节日期间，市民贺林辉的朋友

从外地来金佛山旅游，贺林辉想到要请朋
友们吃南川地道美食，早早就作了安排。

“鲜美脆嫩的方竹笋深受朋友喜欢，我还特

意送了一些新鲜毛壳笋给他们。”贺林辉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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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国庆长假期间，

到电影院观影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娱乐方

式。记者连日探访多家电影院发现，影院购

票率较平日明显增长，正在上映的《我和我
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3部“主旋律”

电影成为市民国庆观影的热门选择。
10月3日，记者在南商广场一家电影院

看到，数名市民正在休息区等候进场观影。

观影的市民中，有与朋友三两结伴的，也有

独自一人前往的，还有一大家子一起来的。
68岁的市民刘文华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看
过电影了，当天，他决定和家人一起观看《我

和我的祖国》。他说：“看完电影感觉很激

动，电影里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无数个历
史性经典瞬间，通过这七个小人物小故事，

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在国庆假期，市民蔡女士带着女儿一

连看了《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

长》3部电影。“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希望给孩子过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国庆
节，通过电影，去了解祖国过去发生的故

事，3部影片都非常精彩、令人感动，值得
一看。”蔡女士说。

“国庆期间，每天的观影人数都在

2000人左右，上座率也是平时的 3倍，而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3
部电影占据了大多数的排片，排片场次居
同档期上映影片的前 3名。”该影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了满足观众观影需求，他
们也增加了排片场次，每部电影每天的场

次都在10场左右。

“主旋律”电影引发观影热潮

盘点十一黄金周

本报讯（记者 邓的）金秋的清风吹
动鲜艳的五星红旗，奏响了庆祝国庆的美

妙乐章。我区各景区内整齐划一的五星
红旗，在蓝天白云、绿树碧水的辉映下，显

得格外的耀眼，游客纷至沓来，满怀对祖

国的热爱，一览山河之美。10月 8日，记
者从区文化旅游委获悉，国庆期间，我区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460.7万元，同比增
长7.55%。

踏遍山河更爱国
10月 1日，市民刘思宇一家四代来到

了花山公园的农家乐，他们一起观看阅兵

式，品尝鲜美的烤全羊，充满了节日的快
乐。“每年我们家都会在这一天团聚，而今

年我爷爷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纪念章，所以我们一家更欢喜
了。这几年，咱们南川到处都是好景致，就

算不去景区，不管城里还是乡下，到处都是
旅游的好去处。”刘思宇说，看过了祖国的

风景，更加爱国。
在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水杉

和柳杉蔚然挺立，鲜艳的国旗让景区更加

充满朝气。“我们一家今天来这里‘吸氧’，
一起领略祖国的美丽风景。”在主城定居的

袁良儒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在“双晒”
活动中看到了关于山王坪的故事，非常感
动，这次专门带着家人来。他说：“我的女
儿现在刚上大学，我这次带她来领略美好
的风景，让她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做一个
爱国的人。”

精彩活动迎客来
“妈妈，那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衣服

吗？跟电视里一样，好漂亮啊。”10月3日，
游客魏兰一家在金佛山西坡天星小镇“穿

越”到了古代。国庆期间，古色古香的街市
里，古装、古筝、京剧、顶缸、反串、川剧变脸

……繁华入眼。在这里“天星国潮季”正在

上演古风 cosplay巡游、丽人行快闪，游客

们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在金佛山南坡玩飞拉达，南川市民凭
身份证享六折优惠，其他游客享九折优

惠。行走在绝壁铁道上，游客目光所及的

地方，都是绿水青山，极尽三千繁华，完成
了在金佛山的一场飞“岩”走壁。

国庆期间，我区金佛山景区、生态大观

园等地都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活动，让
游客尽情体验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10
月1日~7日，我区共接待游客54.1万人次，
同比增长7.13%。

旅游安全有保障
国庆期间，我区旅游市场秩序井然、安

全有序，实现了旅游安全无事故、旅游质量
无投诉。

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喻显玉介绍，为

实现全区假日旅游“安全、秩序、质量、效
益、文明”五统一的目标，我区节前部署安

全生产工作，并前往重点景区景点、酒店、

文博单位等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各相关
部门通力合作，根据车多人杂、餐饮购物增

多的特点，在各景区交通要道、停车场、重
要景点全面布置节点，积极开展交通疏导

工作，落实安全检查，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针对旅游自驾车辆和团队大巴激增的情
况，采取流动售票、限车分流、分类停放等
措施，有效解决了景区拥堵问题。

同时，我区还对各景区接待中心、旅游
商品、投诉机制、客运中转站、天星小镇和
城区旅行社（门市部）合同、低价游、包车等
工作开展专项检查，严查“黑导”“黑社”“黑

车”“黑店”，重点检查带团导游持证情况、

旅行社经营情况、旅游车辆运行资质情况、
商店是否存在欺客宰客行为等。

我区接待游客54.1万人次

10月3日，游客在金佛山天星国际温泉城泡温泉。 记者 甘昊旻 摄

本报讯（记者 梁向红）“攀登过程很
刺激，结束后整个人会感到无比轻松，是个

解压的好方法。”10月 2日，游客周炜在金
佛山南坡体验飞拉达项目后，大呼过瘾。

据了解，金佛山的飞拉达项目于今年 6月
投用，国庆期间共有500多人前来体验。

飞拉达指的是在山面上建设由铁扶手

横梯、固定缆索、岩石塞、踏脚垫等构成的
爬山径道，让没有攀岩基础的攀爬者也能
体验飞“岩”走壁的乐趣。

飞拉达项目教练郑万超介绍，金佛山
铁道式攀岩线路全长600米，分两条线路：

初级线长 200米，攀登需 40分钟，适合 1.2
米以上的儿童及家庭体验，体验费用 128
元；中级线长400米，攀登需120分钟，适合
成人体验，体验费用 228元。线路最高海
拔 980米，相对高差 160米（离蓄水后的金
山湖面），线路上还包括缆索桥 2座、木制
独木桥1座。游客在体验过程中不需要具
备专业的攀岩技巧和经验，只要胆大心细

就可以行走于悬崖绝壁，感受御风而行的
刺激和凌空而行的神奇。

当然，游客在体验之前需要周密的安
全准备。游客需全程戴头盔、系安全带，穿
登山鞋或运动鞋，穿速干衣裤或化纤类运
动衣裤，做好防晒工作，至少携带 1瓶 1升
以上的矿泉水或能量饮料。体验过程中，
要严格听从教练指挥。

500游客“打卡”飞拉达

相关新闻

10月6日，同邦国际城小区的老人们自编自演欢歌载舞，一
起欢度重阳节。 记者 袁治卫 摄

小区居民载歌载舞庆重阳

举报电话：110、（023）71422767、（023）71663120
举报邮箱：cqnczfw@163.com

（上接第一版）
头渡镇玉台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周廷勇表示，“80后”是伴

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看着国家一步步走向繁荣昌

盛，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也对

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作为
一名贫困村第一书记，他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
实的态度，认真履行好“第一书

记”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光荣职
责，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西城街道会峰村村主任熊

敏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基层
干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让大

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最好的爱

国方式。70年的巨变，离不开
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她将牢记

职责，积极担当，带领村民发展

好老盐菜产业，全心全意为村民

服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身心
为村里谋发展，带领全村村民走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之路。

中桥乡中心校校长刘泽军
表示，将坚持“质量立校、科研兴

校、特色强校”的办学理念，深入

开展推动“高效课堂”，以研为
力，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打
造高效课堂；以建为重，加强师

生读书引领，打造书香校园；以
管为翼，培养学生良好习惯，促

进学校、教师、学生三者和谐发
展。

2017年底，大有镇指拇村
大学生村官谢瑶来到村里，见证

了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她表示，

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不忘初心勇担当、真心服务
为人民，继续在基层这片沃土上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本报讯（见习记者 韦其
邑）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
10月8日迎来“寒露”节气，寒露

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寒
露之后天气将逐渐转寒。据区
气象局最新消息，从 10日夜间
起，我区将有一次连续阴雨天气
过程，受秋雨影响，城区最低气

温17℃。
寒露时节是深秋的开始，近

来阴雨天气频繁，天气越来越

凉。区气象局提醒，市民要注意
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天出
行注意交通安全；农民朋友要抓
好小春油菜移栽及田间水肥管

理工作，土壤长时间积水对刚下
种的农作物生长不利，若积水应

及时排出。
区中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庹

小刚提醒，在饮食调理上，市民

可适当多食甘、淡、滋润的食
物，预防“秋燥”伤人。同时要
注意对足部进行保暖防寒，建
议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这样
可以使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

加快，减少下肢酸痛发生，缓解
疲劳。

本周具体天气情况为：10
月 9日，阴天转多云，气温 19~
27℃；10日，小雨转阴天，气温
20~24℃；11日，阴天有小雨，气
温 18~22℃；12日，阴天有小雨，

气温 17~21℃；13日，小雨转阴
天，气温18~23℃。

阴雨天来了 最低气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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