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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盐化工
创新研发“热敷盐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晓娜

重庆商报讯 颗粒盐与中草药结合
制成的热敷包，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日
前记者从合川区科委获悉，重庆合川盐化
工业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热敷盐包”，带
来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介绍，采用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的
粗颗粒盐并配以多种名贵中草药材的热
敷盐包，利用16V直流电碳纤维的加热
方式，对人体上热敷之后，能起到温经活
络、消炎散寒、缓解疼痛、活血化瘀的作
用，可用于辅助治疗腰酸背痛、关节炎、
慢性胃病、肩周炎、颈椎病变等。

开州、奉节、巫山、巫溪、城口五区县联手推景区“一卡通”战略

5区县居民可凭“一卡通”游11景区

江津区广兴镇：“农田”到“餐桌”抽样送检全覆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罗永攀 通讯员 张艺 刘健

重庆商报讯 “抢土货”正成
为时下市民购买食品的新趋势，
殊不知，“土货”虽接地气，但在食
品安全方面，其质量过关与否仍
需加强“考验”。

近日，江津区广兴镇为引导
广大市民科学对待“土货”，做到
购买时“心中有底”，该镇食药监

所组织执法人员在当地农贸市场
开展了食品抽样大公开活动，在
告知经营者履行抽样送检义务
后，严格按照采样、签字、封存、付
款等流程，对本地猪肉、蔬菜等一
一进行抽样。

“感觉很规范，今后吃起来肯
定更放心。”现场买菜的居民围观
了整个抽样过程，对当地部门加
强食用农产品监管，依法抽样送
检的方式给予点赞。

当地猪肉经营户刘有模指
出，现场抽样送检的方式虽然对
经营者有压力，但他们非常支持，

“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自己销售
的猪肉质量是安全合法的，让群
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一般食用农产品是否残存
农药？农药超标没有？执法人员
可通过快速检测手段进行初筛，
需要定性检测的食品，就送往永
川、重庆等地专业检测机构做进

一步检测。”该镇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当天现场抽样的食用农产品
属于日常监督抽样送检对象，将
全部送至永川食品检验所进行监
督检验，大约15天左右将公布检
测结果。

据了解，抽样送检是当下打击
食品安全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目前该镇已形成镇食药监所、农产
品质量监管站、畜产品质量监管站
联合监管执法体系，各司其职、环

环相扣，采取镇级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专业检测机构最终定性检测的
方式，建立从“农田”到“餐桌”食
品产业链条的安全保障。

目前，该镇已开展15批次食
品抽检送检，覆盖蔬菜、猪肉、白
酒、牛排等食品种类，下一步还将
加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计划全
年开展300批次食用农产品检测
工作，努力实现镇内常有食品检
测全覆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伍凤秋 龙伟豪

广告

科学家发现
人有27种情绪

先前研究显示，人有快乐、悲
伤、愤怒、惊讶、恐惧和厌恶 6种
基本情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发现，人的
情绪不止这些，其实有 27 种，还
包括浪漫、困惑、怀旧等等。

研究人员收集了 2185 段视
频，时长都为5至10秒，内容包括
出生、婴儿、结婚、死亡、蜘蛛、自然
灾害、大千世界等等。研究人员让
800多名志愿者观看30段视频，然
后让他们报告自己的情绪，结果得
到27种情绪，分别是钦佩、崇拜、
欣赏、娱乐、焦虑、敬畏、尴尬、厌
倦、冷静、困惑、渴望、厌恶、同理心
痛苦、着迷、嫉妒、兴奋、恐惧、痛
恨、有趣、快乐、怀旧、浪漫、悲伤、
满意、性欲、同情和满足。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中写道，27
种情绪才足以形容数百名志愿者
对视频的感受，而非6种。

研究人员还发现，每种情绪
并非“一座孤岛”，通常与其他情
绪共存，比如痛恨和悲伤、怀旧和
浪漫等。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10日发布2017中国企业500
强榜单，55家新入围企业去年总营
收同比增长37.06％，远高于500强
企业的平均成长速度。观察发现，
他们大多专注实业，其中，新兴产
业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增长快是新入围企业的基本
特征，只有增长快，才可能赶上中
国 500 强企业门槛提高的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说，
新入围企业大多有较好的前期积
累，在转型升级后规模快速增长。

如，中国林业集团公司去年营
收增幅达36.13％，达698.45亿元，
位列榜单第218位；传化集团有限
公司去年营收增幅 40.01％，达
330.45 亿元，位列榜单第 426 位
等。

这些新入围企业中，新兴产业
企业表现亮眼。如，业务涵盖新能
源、环保、电力装备等产业领域的
华 仪 集 团 去 年 营 收 增 幅 达

47.17％，位列榜单第478位。
在新晋千亿级门槛的企业中，

也有亮眼的新兴产业企业。如，以
充电池起家的比亚迪，逐渐横跨信
息技术、汽车制造、新能源、轨道交
通等多个领域，2016 年营收增长
29.32％，达1034.7亿元。

“新技术的跨行业利用，特别
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信息
技术产业庞大的市场，还带来很多
新产业形态。”赛迪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孙会峰说，新产品、新模
式、新业态带来的新产业，为经济
发展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随着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当
前，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大健康、无人机等一批新兴产业逐
渐成为投资热点。

此外，榜单显示，500强企业去
年营收总额达到 64 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7.64％。这是中国500强企
业营收总额首次突破 60 万亿元，
也扭转了连续两年的下滑态势。

英国名校剑桥大学正考虑是否
允许学生今后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
电脑答卷，因为越来越多学生手写
的答案字迹难以辨认，令老师头疼。

作为数字教育战略的一部分，
剑桥大学正在就改革答题方式征
求学生意见。不过今年初，剑桥已
经开始在历史和古典文学专业考
试中试点电脑输入式答题。

历史系教师莎拉·皮尔索尔告
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教师对
学生书写能力下降的担忧已不是
一两年，字迹越来越难辨认，不仅
对老师，就是对学生也是问题。她
说，因字迹无法辨认，学生在暑假
被叫回学校、当面向老师朗读自己
答案的案例与日俱增。

皮尔索尔认为，学生书写能力
下降“绝对是趋势”，因而用电脑输
入作答的方式“非常值得推荐”。

“15或者20年前，学生们每天用手
（握笔）写字的时间通常有数小
时。但是现在，除了考试，他们几
乎不用手写字，”她说。

剑桥大学一名发言人说，校方
考虑改革答题方式，是因为学生们
抱怨，他们在学习中几乎已经不动
手写字。

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

尔登也认为，用电脑输入答题是
“不可避免”的趋势，用不了几年就
会在大学普及。

手 写 与 平 板 。（图 片 来 源 ：
tabletblog。de网站）

“手写正在急速减少，我们不
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塞尔登说，

“绝大多数学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这些在剑桥大学参
加期末考试的年轻人本世纪初就
学会如何（用电子设备）表达自己，
他们本能地用电脑打字。对教育
而言，手写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不
是必须。”

“生活节奏太快了，以至于每
个人的字迹都像医生开的处方一
样（难以辨认），”塞尔登说。

另一方面，反对用电脑答题的也
不乏其人，担心这样做将会使手写沦
为只能在怀旧时才能想起的事物。

笔迹专家特蕾西·特拉塞尔
说，随着平板电脑和社交媒体兴
起，人们使用键盘打字的时间的确
比用手写字多得多，但是学生必须
坚持手写，特别是做笔记时，因为
手写能加深记忆。

诺丁汉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简·
梅德韦尔担心，如果大学开电脑打
字答题的先例，中小学可能会效仿。

■三峡工程启动新一轮175
米试验性蓄水 三峡工程 10 日启
动 2017 年试验性蓄水计划，争取
10 月底或 11 月份蓄至 175 米。根
据国家防总有关要求，三峡水库
起蓄时间为 9 月 10 日，起蓄水位
按 150 至 155 米控制，9 月 30 日蓄
水位按 162 至 165 米控制，10 月底
或 11 月份争取蓄至 175 米。各阶
段具体水位控制将根据上下游实
时雨水情、防汛抗旱形势、上游水
库蓄水状况和重庆市主城区河段
泥沙淤积情况作适当调整。

■法国瓦兹省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4人死亡 法国东北部瓦兹
省 10 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共造
成 4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女子和
她 的 两 个 年 仅 3 岁 和 5 岁 的 孩
子。枪击案发生在瓦兹省努瓦永
市火车站，受到枪击的女子和孩
子当时正要离开当地。凶手共有
两人，一名自杀，一名在逃。

■朝鲜短暂扣押一艘俄罗斯
游艇 朝鲜方面 10 日扣押一艘从
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出发、前往韩国参加国际比赛的
游艇。在查明情况后，朝方释放
了游艇。该游艇上有两名乘员，
在遭扣押过程中并未受伤。

中国企业500强
新入围企业新兴产业表现亮眼

关关注今日 与与新科技 知

信 息 超 市
学生字迹惨不忍睹

剑桥大学拟用平板电脑答题

囧囧事今日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9月2日，广汽传祺两款重磅战略新品——“都市领秀大5座SUV”GS7与“新风潮智联SUV”
GS3，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28个重点城市同步联合上市。发布会以“随‘新’所遇”为主题，活动现
场用都市时尚街区体验形式，让来宾全方位感受GS7、GS3的都市魅力和时尚生活气息。

广汽传祺充分洞察消费市场“高品质、个性化”升级迭代需求，以“客户第一品质至上“理念，推
出GS7、GS3两款时尚新品，在爆款持续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传祺日臻强大的中高端产品链，
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塑造出更时尚活力的品牌形象。

上市6 年来，广汽传祺以 85%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实现跨越式发
展，连续四年获得 J.D.Power 中国
品牌新车质量冠军。今年1-7月，
广汽传祺全矩阵发力，逆市上扬，
累计产销达 33 万辆，同比增长

50.5%。业内人士分析，传祺坚持
走中高端与品质优先路线，更完美
切合国内经济与消费需求的升级，
后发先至，取得中国品牌从未实现
的高端突破。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

用车总经理郁俊表示：“未来，广汽传
祺将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品质优先，
拥抱崭新的科技，争取2020年实现
100万辆年产销目标，持续为全球消
费者开启更富活力与创造力的移动
生活体验。”

坚守品质塑造核心竞争力，为用户创造移动生活新体验

国内中小型SUV市场价位、品
质两极分化，满足年轻消费者口味的
产品凤毛麟角。GS3承袭传祺优异
的设计与品质基因，大胆创新变革，
拥有“新潮动感设计”、“畅享宽适座
舱”、“前卫互联科技”、“灵动驾控乐
趣”四大潮流特质，售价 7.38 万-
11.68万元。

传祺 GS3 应用家族式凌云翼
进气格栅，高耸的车头设计，配合
光带式 LED 日间行车灯及横向双
8 LED 尾灯设计，展现同级罕见
的时尚高品位。内部座舱采用横
向悬浮式立体设计，创造出同级领
先 的 1500mm 横 向 空 间 ，配 合
1000mm头部空间，平整化后排中

间地板设计，带来超越同级的舒适
体验。

GS3 搭载传祺第二代 200T/
150N高效发动机，其中200T引擎在
1500转即可迸发出高达202Nm的
峰值扭矩；匹配全新爱信6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换挡平顺，超低油耗领先
同级。

“新风潮智联SUV”GS3 创新引领时尚SUV新主张

传祺GS7集“新锋尚运动设计、
大5座宽享空间、T动能畅行驾控、无
边界智联娱乐”四大核心优势，售价
14.98万-20.98万元，以超越用户期
待的价值，为“乐趣进享者”开启探享
新天地之旅。

GS7 搭载传祺第二代 320T/
280T发动机，1750转即可输出320/
280Nm扭矩，匹配全新爱信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澎湃动力、随心而驭。
博格华纳i-4WD第二代智能四驱系
统，拥有6种全地形驾驶模式，轻松

应对各种复杂路况。
传祺GS7紧跟时代潮流，打造炫

酷三屏智联、信息自由切换的互动新体
验，应用智慧传祺T-BOX远程控制系
统，让用户时刻体验到科技便利的优越
感，实现”0边界”的人车互联体验。

“都市领秀大5座SUV”GS7，中国高端SUV价值新典范

随随““新新””所遇所遇
传祺GS7、GS3 双星28城耀世登场

重庆商报讯 近日记者从黔江区获
悉，渝东南首个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黔
江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将于9月中旬进行
单机调试试运行，预计10月中旬正式运
行。建成后，该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将服
务黔江、酉阳和彭水等周边邻近区县。

据了解，黔江区餐厨垃圾处理厂目
前已完成主体工程，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调试。该项目包括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和
病死畜禽处理系统，餐厨垃圾将经过油
水分离、大件分选、破碎、发酵等环节，实
现全封闭处理；病死畜禽通过高温、高压
进行蒸煮化制，彻底杀灭携带的病原体，
并从中提取生物柴油、天然气、固态有机
肥等再生资源。餐厨垃圾处理厂完工
后，就会“吃”进餐厨垃圾，“吐”出再生能
源，变废为宝。届时，这个垃圾处理厂日
处理餐厨垃圾150吨、地沟油15吨、病死
畜禽5吨，投运后可年产天然气250万立
方米、生物柴油2700吨。

重庆商报讯 近日，武隆区地税局、
国税局联合武隆中学棉花坝校区，开展
主题“金秋开学季 税法伴成长”税法知
识竞赛暨纳税服务体验日活动，为师生
送去税法知识，传递税收法治观念。

据了解，本次税法宣传进校园活动
创新性以税法知识竞赛形式，将枯燥的
税法知识编成选择题，通过知识竞赛形
式，既考察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又考验
学生们的反应能力和计算能力。

知识竞赛后，该校学生代表还前往
武隆区国地税联合办税大厅，现场倾听
工作人员的税务知识讲解，亲身体验“导
税员”的工作。

武隆区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加强青少年学生税法宣传教育，促进
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税收法治观念，增
强全社会的税法意识。

武隆区国地税走进校园
开展纳税服务体验日活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

重庆商报讯 近日，由奉节
县牵头，开州区旅游局、奉节县旅
游局、巫山县旅游局、巫溪县旅游
局、城口县旅游局（简称一区四
县）及相关企业等单位共同发起，
组织辖区内的景区加盟并推行旅
游“一卡通”年票制度，加大各县
居民之间的互动周边游，让一区
四县的居民持一张卡，享受旅游
优惠，推动长江三峡旅游金三角
一体化发展。

据了解，户籍在一区四县的
居民或在一区四县长期居住、工
作的外地人可凭有效证件在指定
销售点办理为期一年的旅游“一
卡通”。该卡实行长年滚动式发
行，价格为单人卡每张100元，家
庭亲情卡每张 150 元，届时一区
四县游客可凭借“一卡通”免费畅
游开州举子园、奉节白帝城瞿塘
峡、巫山小三峡、巫溪红池坝、城
口亢谷等 11 个门票价值 800 余
元的旅游景区。

11大景区
加盟旅游“一卡通”

据悉，本次“一卡通”旅游年
票制度由一区四县旅游局、开州
汉丰湖旅游有限公司、重庆赤甲
旅游文化创意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单位联合发起。

“我们首批加盟长江三峡旅
游‘一卡通’的有10个收费景区，
1个非收费景区。”奉节县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加盟收费
景区的有开州举子园、奉节白帝

城瞿塘峡、天坑地缝（九天龙凤）、
茅草坝滑雪场、巫山小三峡、神女
峰、神女溪、大昌古镇、巫溪红池
坝、灵巫洞，非收费景区有重庆城
口亢谷。

届时，一区四县的游客可持
“一卡通”在奉节领略瞿塘峡壮阔
景观和感受白帝城悠远的历史文
化，欣赏天坑地缝的峻险奇观和
体验茅草坝冬日的刺激滑雪；在
巫山一览小三峡的山水盛景，观
赏神女峰的巍峨与神女溪的柔
美；在巫溪感受红池坝万亩花海
的魅力，体验灵巫洞神秘古朴的
千年巫文化；在开州举子园了解

“举子之乡”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人
文风采；在城口亢谷景区，看山峦
重叠，幽深峡谷时而开阔平坦，时
而深邃狭长……

“一卡通”办理
面向一区四县居民

针对推进旅游“一卡通”年票
制度的实行，一区四县旅游局共
同组建了“一卡通”领导小组，下
设“一卡通”年票管理办公室，办
公地点设在奉节县旅游局。“一卡
通”由年票管理办公室统一制作，
分发至各个指定销售点。

本次旅游“一卡通”发行对
象面向户籍在一区四县的居民；
在一区四县长期居住和工作的
外地人；在一区四县就读的大中
专学生、中小学生。“一卡通”年
票实行长年滚动式发行，随到随
办，价格为单人卡每张 100 元，
家庭亲情卡每张 150 元，只限一
对夫妇带一个 14 周岁以下的孩
子。办理“一卡通”时，符合要求
的一区四县居民可凭本人身份

证或户口簿等相关有效证件在
指定销售点办理。

记者了解到，该“一卡通”为
IC 智能卡，实行实名制和统一
编号，各加盟旅游景区配备专门
微机识别系统。年票实行实名
制有效期为一年，从办理注册
成功之日起至次年的同月同日
止，仅限本人作为陆上游客时
使用，年票到期后，由购票人用
微信或到销售点续费年审。据
了解，该“一卡通”惠及五区县
350 万市民。

只需100元
无限畅游加盟景区

一区四县居民办理“一卡通”
年票后，在有效期内持卡和相关
证件可享受不限次数游览长江三
峡旅游加盟的景区景点的优惠，
优惠政策仅限加盟景区景点的第
一道门票，不含园中园、讲解、导
游、游乐项目、交通工具以及其它
收费性项目。

据奉节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纳入“一卡通”加盟景区执行

当前的挂牌销售门票价格为：开州
区举子园景区100元/人；奉节白帝
城瞿塘峡景区120元/人，天坑地缝
景区100元/人，巫山小三峡景区
100元/人，巫溪红池坝景区90元/
人等共计800余元。一区四县的
居民可通过花费100元办理“一卡
通”年票，无障碍无次数限制地在
11个景区纵览长江三峡旅游金三
角，从而加大各区县居民之间的互
动周边游，实现一区四县旅游融
合、互通，有效推动长江三峡旅游
金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渝东南首个餐厨垃圾处理中心
10月中旬投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巫溪红池坝 记者 邹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