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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本周六去龙头寺招聘会
1.1万个岗位等你选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汇博人才
市场获悉，本周六将举行重庆全城人才交
流大型招聘会暨重庆市应往届毕业生大
型双选会。届时，将有英业达、北汽银翔、
北大医药、华侨城、以纯集团等400余家
企业参会，预计提供岗位1.1万。

据了解，在本次招聘制造业的需求
量最大，参会企业占比达 24.6%。而从
企业已发布的招聘岗位来看，普工技工
类和市场营销类成为本次招聘会最缺人
的两大岗位，占比达 45.2%。从企业提
供的薪资来看，这部分岗位的薪资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不过普遍综合薪资也可
达 3000~7000 元/月，而最高的则可达
12000元/月。

又讯 又有一波事业单位岗位招人
了，昨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此次共
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05名，大渡口区
公开选聘11名，合川区考核招聘76名，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
才18名。

今年驾考新增9个智能考场
学员可全市范围自主约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重庆商报讯 2016年 1月 1日重庆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启动全市驾考改革
以来，以“互联网+交管”新模式为基础，
深化自主预约考试改革，在自主选择考
试时间和场地、自助缴费、信息告知等方
面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为广大考生提供
了的便利。据悉，2016年全市有机动车
驾驶人智能考场68个，今年新增9个，共
77个。目前，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
过互联网预约考试和跨区域参加所有科
目考试，考生可选择全市范围内的任一
智能考场参加考试。

江津大圆洞森林公园 凉爽宜人好去处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实习生 龙伟豪

广告

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重庆商报讯 民间有谚语：秋
夹伏，热得哭。尽管立秋了，但是
秋老虎依然蠢蠢欲动，很多人打起
了避暑的主意。在江津，有很多避
暑消夏的选择，除了四面山，市民
们还喜欢去哪里避暑呢？位于江
津区西南部的大圆洞森林公园吸
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

森林覆盖率95.4%
大圆洞避暑好地方

大圆洞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江
津区永兴镇和塘河镇境内，距江
津城区67公里、重庆主城区118
公里，交通便捷，公园属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带，动、植物资源丰
富，森林覆盖率95.4%，公园内有
维管束植物1000多种，野生动物
150多种。

昨日，记者从主城驱车前往，
尽管雨后气温相对前几天要低，但
是一路上还是显得很闷热。从绕
城高速经过珞璜服务区，再进入渝
泸高速，从白沙下道后，进入县
道，路况很好，也没有遇到堵车。

10点多，历时2个多小时的车程，
到达了目的地，入口处写着，大圆
洞——一个适合神仙居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尚未开发成熟的
景点。”同行的江津朋友告诉记
者，这里还是一个林场，进入森林
便会看到与别处不同的深红色的
泥土，高大的杉树。石头修建而
成的台阶是通往森林深处的道
路，路旁立着树木纹理的护栏。

一进入林区，就感觉到很清
新，与主城的闷热相比，这里的空
气有一种“甜”味儿。这里的温度
明显比别处低了很多，太阳若隐
若现，走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有
些阴冷。但是抬头，迎接你目光
的是别处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
在这里如同家常便饭一般。

继续往上，阳光已然很好，照
得人暖洋洋、软绵绵的。“最为神
奇的就是大圆洞，位于公园中部，
公园也因此得名。”大圆洞森林公
园负责人介绍，大圆洞高悬于悬
崖之上，洞中可同时容纳数百人
就餐。平时有很多游客自发到这
里来探险。

顺着台阶一路上行，便是离
大圆洞不远的仙鹤湖，位于公园
顶部悬天河上游，形似蛟龙、色如

翠玉、令人陶醉。人们形容她“秀
比天池，美似九寨”，让人有了置
身九寨沟的错觉。

不记得走了多久，只是在茂
密的林子里穿行，呼吸着沁人心
脾的空气。因为阳光照射不均，
时而温暖，时而冰凉。

森林公园免费开放
进山前请先电话咨询

记者注意到，大圆洞森林公
园内，已经有不少游客前来“安营
扎寨”，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孙辈们放暑假了，儿子女儿
几家人都在上班，忙不过来，我们
就带着孙子和外孙女前来大圆洞
避暑，免得长痱子。”来自九龙坡
区的廖仑说。之前到江津都是去
四面山，后来发现，四面山人太
多，农家乐都忙不过来，有时候还
预定不了房间。后来听朋友介绍
说大圆洞也很凉快，就喊儿子在
网上了解到大圆洞森林公园的相
关信息，“空气特别好，温度也比
较适宜，就选择到这里避暑。”

像廖仑这样的游客不在少
数。很多都是放弃了一些知名度
高的景区避暑，转而选择像大圆
洞这样的景区。“人少，娃儿们也
耍得安逸。”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大
圆洞开发程度不高，有农家乐，但
是接待能力并不是非常强。“目前
景区免费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建
议大家去之前电话咨询一下。”江
津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景
区有农家乐，可以食宿，也可以提
供露营灯设施，整个最大接待量
10000 人，停车位 400 个，餐饮
1000人，住宿500人。

公园内物种丰富
还是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大圆洞森林公园1994年被
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2004年经
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国家森林
公园，毗邻四面山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园区总面积 3459 公顷，属
山岳型自然风景区。”江津区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圆洞森
林公园海拔高度 540~1130 米，
中心地带是海拔 1000 米以上的
坪状高丘，在地质构造运动和气
候、流水、森林植被的共同作用
下，形成了雄、奇、险、秀的自然
景观。

组成公园的岩层为丹霞红色
砂岩，呈陡崖峭壁耸立在山间；这
些天然岩加上茂盛的常绿针、阔
叶林植被，配成和谐的红墙绿瓦，

游人置身其间，犹如画里行宫宛
游。

公园内物种丰富，既是该地
区最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又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公园内的山是
倒置山，四周丹岩耸立，绝壁万
仞，具有雄险之美；公园内瀑泉多
姿，或高瀑飞泻，或妩媚飘逸，使
人心旷神怡；公园内民风纯朴，民
居古雅。“大圆洞森林公园也是科
考、野营、教学的重要场所。”公园
负责人说，除了欢迎大家来避暑
纳凉，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科考队
伍前来发现大圆洞的秘密。

■小贴士

大圆洞国家森林公园

若需自驾车前往的市民，路线
为重庆——江津——白沙（高屋三
叉路）——永兴——大圆洞，全程
约118公里。此外，还可以选择乘
坐公交车，发车地点为江津区客运
中心，上午9：45和下午15：45各一
班。如果错过了这两班车，您也别
着急。还可以采用中转乘坐公交
车方式，在江津区客运中心乘坐到
永兴镇的客运车辆，到达后再转直
达大圆洞景区的专用车。

大圆洞森林公园咨询电话：
023-47361157。

仙鹤湖仙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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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政府网发布
了《重庆市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
下简称《预案》）。《预案》分别对旅游突发
事件的预警预防、应急响应、后期处置、
应急保障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对预警进行了四个等级的划分，并用红、
橙、黄、蓝色进行标示。应急响应也根据
旅游突发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分成
四个等级，按事件重大程度的不同分别
由不同部门负责应对工作。

《预案》中还指出，在预警的信息报
告方面，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旅游突发事
件，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须尽快掌握情
况，力争30分钟内电话报告市政府、1小
时内书面报告市政府。

《重庆市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出炉：

重大突发事件30分钟内上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瀚祥
实习生 王晓栏

从“谈沙色变”到“点沙成金”，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几十年来
走过了一条知沙、防沙、治沙、爱
沙的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之路。

阿拉善盟是内蒙古自治区沙
漠最多、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
适宜人类生产生活面积仅占总面
积的 6%，年均降雨量由东向西
200 毫米—40 毫米。短短几十
年，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没有

了绿色屏障，沙丘变本加厉涌向
草场。

打破恶性循环，就必然改变
目前的生产方式。

禁牧的政策下达后，当地林业
部门的基层干部一趟趟地来做牧
民们的思想工作：要守住赖以为生
的草原，就要先放草原一条生路。

有人把阿拉善治沙比喻成
“精卫填海”。地广人稀的阿拉

善，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沙漠、
戈壁、荒漠化草原各占三分之一，
而常住人口仅24万人。

“水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利用
当地的灌乔木品种，以封为主、封
飞造相结合（封沙育林、飞播造
林、人工造林）。”阿拉善盟林业治
沙研究所所长田永侦说。

连续30多年，腾格里沙漠东
南缘、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实施

了飞播造林，绿色覆盖度在30%
以上的区域达到 300 万亩以上，
形成了长 350 公里、宽 3 公里—
10 公里的锁沙、阻沙带，有效遏
制了腾格里沙漠东移和乌兰布和
沙漠的危害。

2011年，阿左旗林业局经过
实验和考证，培植当地曾经就有
的梭梭林，每一棵梭梭林的根部
都能固定住一片沙，而更深的根

底下正是嫁接具有多种药效的肉
苁蓉的天然环境。

“梭梭第一年种下需要浇三
次水，只要第一年挺过来了，以后
就可以依靠自然降雨存活。三年
之后就可嫁接肉苁蓉。”宗别立镇
林业工作站站长徐利峰说，尝到
甜头的牧民如今防沙治沙的积极
性更高了，曾经搬走的人家也搬
回来了。 据新华社

阿拉善：从“谈沙色变”到“点沙成金”

硬装+软装
家居购买新地标

力诚家是力诚建材兄弟品牌，2005年力诚家创立，解决了
硬装范围的主材辅料，如：水电开关、木门吊顶、涂料开关等，其
所传达的连锁建材超市更是受到消费者喜爱。力诚建材出于对
市场的洞察，决定从经营范围延伸到软装类，由此，在今年6月3
日，力诚家具布艺软装超市也运营而生。

据悉，力诚家位于渝北鸳鸯西部建材城，展厅面积达4500
余平方米，主营家具、窗帘、饰品、灯具涵盖了ART、东创、意鸣、
家元素、原木智作、卡缤、慕思等在内的一线品牌，其家具风格涵
盖了北欧、现代、小美、大美、现美轻奢、美法结合、新中式、LOFT
工业风、时尚等主流家装风格，并设有实景样板间展厅，让消费
者能够更加直观的选择。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力诚建材、力诚家
的建立为的是解决消费者东奔西跑的麻烦，让力诚品牌成为硬
装、软装一站式购物，成为消费者购买的首选之地，放心地。

坚持与厂家合作
降低产品成本

为了能降低成本费用，省去中间环节，打破行业暴利。力诚
也是煞费苦心。除了在与商家合作上降低成本，也在运营模式
上独出匠心。以求最大利益的让利消费者。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窗帘上，由于材料、项目收费、定宽、
定高等各方面原因，布料会存在一定的浪费，导致消费者成本上
升。而仅在这一方面，力诚家减少了布料损耗，将价格下调30%
~50%后，还能支撑好的产品。此外，价格的降低，不仅仅是在材
料等方面，力诚家的独特的运营模式也是一大亮点。坚持经营
产品，保障知名产品品牌入驻，使其产品为主要的主题。其次，
坚持自营，坚持直接与厂家合作现款买断，这样保障了产品为正
规有保障货品，同时也去除中间商，降低成本和其他不必要的费
用。最后，坚持绝大部分产品价格低于市场同品牌均价的30%
~50%，能在实体店获得性价比高的价格，这样的价格系统也来
源于独特的管理以及专业销售团队。

选品牌
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

为了能让消费者选择对的品牌得到好的售后和服务，力诚
家也自建软装设计团队，花费一年的时间在各地考察，看品牌，
观展览。为让消费者能够买到好品牌，得到实惠价格，力诚家一
直在寻找一个价格、服务的平衡点。

对于目前入驻的品牌，力诚家选择的多是国内较知名品牌
或国际国内大牌的前OEM代工厂。而在价格方面，力诚家的
销售价格平均可省30%~50%。而OEM代工厂所出来的产品，
更是可以用大牌2~4折的价格买到不带“LOGO”的原版品质。
同时，为了让能让消费者选择更多个性化的产品，力诚团队开发
了近100款窗帘以供消费者选择。

家具
美洲生活：型号：M01-07C，

1.4米桌子，价格：1880元。型号：
M01-07B，1.6米桌子，价格：1998
元。型号：M01-11，茶几，价格：
2880 元。型号：M03-05A，电视
柜，价格：1999元。M06-02，咖啡
桌，价格：2099元。

欧洲生活：型号：F01-06A,
1.8 米床，价格：2998 元。型号：
F01-01B，1.6米餐桌。价格：1780
元。

东创：型号：1006，三人位沙
发，价格：4999 元。型号：1303，
1.9 米电视柜，价格：2480 元。型
号：2011，1.8米床，价格：3399元。

原木智作：型号：A901，1.3米
茶几，价格：1699元。型号：S803，
1.75 米三人位沙发，价格：3398
元。

家元素：型号:FH-6607，1.6
米餐桌,价格：1880 元。型号：
FH-8110，转角布艺沙发带贵妃
沙发，价格：5380元。

卡缤：型号：I01K，1.8 米布
床，价格：4999 元。型号：I01Q，
1.5米布床，价格：4799元。型号：
A0502，二人位皮沙发，价格：6950
元。

弘博：型号：6AB1741，摇椅，
价格：1080 元。型号：6Y0941U，
茶几，价格：1080元。

悠慕：型号:C702，椅子，价
格：990元。型号：F024，茶几，价
格：2980元。

力诚家OEM沙发：
型号：KS2012，三人位沙发，

价格：2749元。型号：KS2020，一
人位皮沙发，3299元。

意鸣：型号：CZ96003，1.8 米
床 ，价 格 ：3600 元 。 型 号 ：
CZ86105，三 人 位 沙 发 ，价 格 ：
8399元。

窗帘、灯饰、饰品
佳华：型号：3A888-RED，台

灯，价格：39 元。型号：16T153-
S，台灯，价格：89元。

卓尔：型号：RY-239H，树叶
果盘，价格：29元。型号：BYW-
337，珊瑚-相框。价格：29元。

8月1日至8月13日，力诚建材兄弟品牌力诚
家举行“盛夏特惠”活动。活动期间，消费者只需一
个电话购买定金凭证含家具、窗帘饰品2个品类共
1000元的订金本，快递直接送到家，还可享价格保
价到明年，以及装修蓝皮书等系列优惠活动。此
外，家具软装一站式购物也省去市民在夏日四处选
购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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