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兴志
村里环境变好了，我家的

房子也改建好了，我就要开农
家乐赚钱了。

记者 甘昊旻 摄

陈显木
脱贫攻坚的小额贷款让我

有了养鸡的发展资金，钱越赚
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娄方银
现在孩子上学不花钱，我

看病也能报销，这日子真好。

肖芳会
村里有了产业，我在家就

可以上班赚钱了。

东城街道黄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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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应如何选戴口罩?
佩戴口罩，是预防新冠肺

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有
效方法，既保护自己，又保护
他人。公众应根据不同疫情
风险等级和所处环境选择适
宜防护级别的口罩，不必过分
追求高防护级别。做到科学
选戴口罩，既达到防护效果，
又避免资源浪费。（1）在居家、
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
的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2）

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公、
购物、餐厅、会议室、车间、乘
坐厢式电梯、公共交通工具
等，应随身备用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与
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 1
米）时佩戴。（3）有咳嗽或打喷
嚏等症状者，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4）与居家观察、出院患者共
同生活的人员，佩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个人防护知识和技能

疫情常态化防控知识介绍

●遗失刘长群残疾证，残疾证号：51232319540525032X44，
特此声明。

●遗失唐文生残疾证，残疾证号：51232319550826001024，
特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佳
遥）10月15日，区气象局与都江

堰市气象局签订《共同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气象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聚焦现代产业气象

保障、气象科技协同创新、区域

气象事业治理、公共气象服务供
给四个重点领域，共同建设旅游

气象服务体系、现代气象为农服

务体系、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公

共气象服务体系等。

据了解，两局将围绕金佛山
景区与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开

展智慧气象建设，提升旅游气象

服务保障能力。挖掘云海、佛
光、日出、霞光等气象景观资源，

推进旅游气候资源开发，携手创
建国家级、省级气候品牌。

此外，两局将共同建设气象

灾害防御体系，加快建立覆盖全
面、信息准确、传递畅通的自然

灾害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快建设
精准靶向发布的智能化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共同建设

公共气象服务体系，联合打造气
象科普品牌。

区气象局与都江堰市气象局
签订气象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10月15日，团
区委开展扶贫日“三送”活动，组织西部志

愿者、医生、小学生志愿者走进大观镇，向

两户贫困户家庭送关心、送温暖、送健康。
“很多野生菌都是有毒的，可不能乱吃

哦。很多食物放置时间久了也会因为变质
产生毒性……”来到大观镇金龙村因病致

贫的贫困户胡德长家中，区中医院医生王
磊了解了他们医保政策享受情况，并向他

们认真讲解饮食健康知识。
“王医生讲得非常好，我们今后一定要

多留意，野生的菌得小心，饭菜最好要吃
完，剩菜剩饭要少吃，烂了的水果可不能

吃。”胡德长说。

当天，志愿者们分别走访了胡德长和

张明友两户贫困家庭，并为他们送去食用
油、洗衣液等爱心物资。

开展扶贫日“三送”活动团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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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近
日，区残联召开残疾人阳光扶贫

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9家企业
负责人走进残疾人阳光扶贫基地
参观学习。

目前，我区全力推进残疾人

就业创业工作，积极拓展“依法促
进按比例就业、稳定发展集中就

业、支持灵活就业、鼓励自主创
业”工作思路，推出“基地+创业

就业”新模式，培育残疾人阳光扶
贫基地 9家，基地带动残疾人就

业139人。
“花椒基地初步实现水肥一

体化。”“人工成本能节约多少？”
“管护中应该注意什么？”在南平

镇玉龙村新毅创农业有限公司
花椒基地里，前来参观学习的企

业负责人进行现场交流学习。
据了解，该公司在南平镇流转

2200亩荒山荒地种植九叶青花
椒，成功带动 48户困难家庭稳

定就业，其中残疾人家庭 32户、
建卡贫困户 10户，该基地被评
选为“AAA级”市农村残疾人阳
光扶贫基地。

“看了花椒基地的发展，有些
种植经验也能用到我的柚子基地

上。”肢体残疾人徐凤容看了花椒
基地的发展，对自己在兴隆镇的

柚子产业及带动残疾人就业上有
了新思路。

当天，参观完南平镇新毅创
农业有限公司和三泉镇辅诚农业
有限公司后，各企业负责人围绕
产业发展方向及经验、残疾人帮

扶政策、残疾人权益保障等进行
交流发言，希望通过“基地+创业

就业”模式，助力更多残疾人脱贫
致富。

召开残疾人阳光扶贫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区残联

10月14日，福寿镇人口普查员及指导员深入该镇白岩村进行入
户摸底。

据了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正式开
始，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
证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
育、死亡、住房情况等。目前已进入摸底阶段。 李在华 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已进入入户摸底阶段

本报讯（记者 陈蒙）10月
15 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六

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南平镇玉
龙村，一场关于民法典和健康知

识的宣讲吸引了40多名村社干
部、党员和村民代表聆听。

活动中，市级宣讲团代表、

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后勤为
大家讲解了民法典的重要地位、
颁布的重大意义。同时，结合群

众需求，以典型案例切入，围绕
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遗
产继承”“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

力”“宠物伤人责任界定”等内
容，以点带面讲述了学法、守法、

用法的重要性。随后，区委组织
部工作人员以《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为主题，为大家进行了
党课理论知识宣讲。区营养协
会、南平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分
别从“如何运用科学的膳食结构
预防糖尿病”“如何预防高血压、
科学降压”“如何建立健康档案”

等方面，为大家细致讲解了健康
管理知识。

“我觉得非常有用，以前我
们对一些法律法规不是很理解，

通过今天的讲解，在法律意识上
我有很大提高。”玉龙村 7组村
民刘忠秀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活动
走进南平镇玉龙村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10月
16日，记者从区永隆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获悉，金佛山北坡索道
将于 10月 18日至 11月 10日进

行检修，检修期间索道暂停对

外运营，游客可从金佛山西坡
索道上行，抵达金佛山核心景区

游览。
随着深秋时节的到来，我区

各地秋色也已渐入佳境，不论是

山王坪的平分秋色，还是黎香湖

的碧波倒映，抑或是德隆银杏村
的满地金黄，都是不可或缺的自

然美景。区文旅委建议，想要出

游的朋友可选择山王坪、十二金
钗大观园、川军血战到底、神龙

峡、天星温泉、金三泉温泉等地
游玩、观赏秋色。

金佛山北坡索道暂停运营

拥有重庆乡村旅游“第一朵

金花”美誉的南川十二金钗大观

园，是我市的知名乡村旅游目的
地，是不少市民周末休闲度假的

首选地。如今，大观园又迎来了

其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时刻。

随着重庆首个乡村旅游游客

集散中心——“大观原点”加速建

设，未来，依托这一个性化的旅游
综合体项目，南川乡村旅游将全面

提档升级，游客不仅能更便捷畅游
大观园，还能体验到不一样的特色

民宿，买到心仪的文创产品，为旅

途增添一份不一样的色彩。

打造旅游综合体
引领乡村游提档升级

南川，因区位优势明显、境内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而成为重庆市
民短途旅游的首选之地。除却金

佛山、神龙峡等知名景区外，南川

的乡村也是一幅唯美的画卷。近
年来，十二金钗大观园凭借其秀

美的田园风光、丰饶的农特产品、

精彩的文旅活动，逐渐成为重庆
乡村旅游的“一朵金花”。

“通过多年的发展，大观园聚

集了大量的人气。”南川区文化旅

游委一负责人介绍，大观园涵盖
大观、黎香湖、木凉、兴隆、河图 5
个乡镇形成片区，游客可以在这

里赏花、摘果、划船、钓鱼、游湖、

露营、观看《川军血战到底》实景
演艺等等，加上各种接连不断的

节庆活动，大观园“月月有花赏，

季季有新意”。

“经过几年的发展，大观乡村
旅游火了，随着游客的增多，也逐

渐凸显出一些不足之处。”该负责

人介绍，虽然南川对大观园进行
了整体开发打造，但因大观园内

项目众多，显得比较“散”，很多游

客来到大观后，只有网上的简单

旅游“攻略”，很难找到适合自己
的旅游产品或项目，影响了旅游

体验，这成为大观园持续发展的
一个瓶颈。

为此，南川区启动了“大观原

点”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建设，该项
目位于大观园入口处，由游客集

散中心、花海酒店、停车场等组

成。其中，游客集散中心将建设
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和智慧旅游

管理、智慧旅游服务、智慧旅游营
销平台“一个中心三大平台”，综

合导航、导游、导览和导购四项基

本功能，真正将大观园的各个景
点串联起来，让游客可通过“一卡

通”“一票通”等形式，畅游大观
园，大幅提升大观园乡村旅游度

假区接待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
南川乡村旅游升级，提升乡村旅
游品质。

提供个性化体验
差异发展促百花齐放

大观园游客集散中心之所以
取名为“大观原点”，除了位于大
观园入口处，是大观园旅游、南川

乡村旅游起点之意，其建筑造型

以“内山外海，浪漫大观”为主题，

主体建筑构建在一个小山丘上，
形似一个圆形的指环套住了山丘，

从高空看去，就像一个原点。“而

且，‘大观原点’不仅具有游客集散
功能，其本身也是一个个性化的

旅游综合体，集展览、商业、餐饮、

酒店、接待为一体，可为游客提供

更多个性化的旅游体验和选择，
寓意着大观乡村旅游新的发展。”

该项目负责人聂禹仲介绍道。
“大观原点”以生态大观园乡

村旅游度假区的游客服务功能为

核心，构建以山、水、林、田为基
底，以赏花文化为特色，以旅游休

闲和度假体验为方向，同时融合

山居村落、民艺体验、浪漫花田等
功能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明年建成开业的花海酒店，就位
于集散中心西北侧的一个山坳

中，酒店客房嵌入山体，与周边环

境融为一体。利用山体高差，客
房屋顶延续山体景观绿化，底部

适当架空。酒店共有12间客房，
根据“大观园十二金钗”“大观园

十二花海”打造主题房间，让游客
体验到不一样的特色民宿酒店。

“通过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

求，可以进一步提升大观园游客聚

集度，扩大影响力，推动南川乡村
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聂禹仲说。

依托文创赋能
特色土货变身文旅潮品

在大观园乡村旅游发展过程

中，当地出产的绿色农产品是一

大特色，随着前来大观旅游人数
增加，极大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

销售。而随着“大观原点”的建

成，未来，农产品会越卖越好，村
民的收益也会越来越高。

“大观原点”还将大量植入各

类文化元素，并引入文创商家。

届时，除了文创礼品袋、文创折
扇、黑叶猴玩偶等旅游商品外，还

将对方竹笋、富硒米、古树茶等特
色农产品进行文创包装，进一步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老百

姓的收益。
“我们还将开通线上平台，通

过线下+线上的方式，让游客能

轻松买到整个南川的各类特色产
品。”聂禹仲说，未来“大观原点”

也是南川的一个文旅产品集散
地，生态蔬果、鲜花、特色文创产

品等，都能配送到家，进一步提升

游客旅游的舒适体验度。
目前，“大观原点”部分商家

已经对外开放，预计今年年底，具
有浓厚文创气息的“大观原点”接

待中心将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
的姿态迎接四方游客。髙起点
规划设计、高标准建设，力争将

大观园打造成为南川区旅游标

志性项目和乡村振兴示范性项
目，助推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

镇的发展。
王静 刘廷

原载《重庆日报》10月12日7版

“大观原点”带动
南川乡村旅游迭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