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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斑斓的鲜花

如织。
让戴家巷歩道游人
春节期间的好天气

让悬崖上的步道

上游新闻记者

充满色彩。

杨新宇 摄

这个春节，
重庆人玩出
“高水准”买出
“新高度”
○重庆235家A级景区春节接待游客791万人次，
重庆春节景区门票预订量冲进全国前十行列
○全市各区县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274.1亿元，同比增长49.9%

春 节 期 间 ，重
庆全市 A 级旅游景
区积极响应国家提
倡的“就地过年”号召，实行预
约出行。
据去哪儿数据统计，重庆
全市景区门票预订量全国城
市 排 名 前 十 ，环 比 增 长 超 1
倍，其中四面山、龙缸地质公
园、宝顶山景区、民国街等景
区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 5
倍。全市 235 家开放的 A 级
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791 万
人次，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65.2%。

节庆活动和门票优惠
让景区迎来客流如潮
春节期间，重庆各景区抓防疫、抓品质的
同时推出系列节庆活动以及门票优惠措施，为
游客营造了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其中，重庆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接待游客
28.3 万人次，磁器口古镇接待游客 16.6 万人
次，长江索道接待游客 5.5 万人次，歌乐山森林
公园及烈士陵园接待游客 5.4 万人次；长嘉汇
弹子石老街推出盛唐游园会、新春嘉年华等活
动，接待游客 20.5 万人次；重庆园博园推出新
春民俗歌舞系列表演，接待游客 6.4 万人次；重
庆欢乐谷推出汉服巡无人机演出以及非遗钢
花秀等，接待游客 4.6 万人次；两江影视城开展
非遗鼓乐表演等传统民俗表演，推出大型实景
演出等节目，
接待游客 4.4 万人次。
此外，黔江、武隆、南川、酉阳、大足、长寿、
铜梁、梁平等地各大景区推出不同
程度优惠产品，深得游客欢迎。如
涪陵蔺市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每天开
展不同主题的民俗文化活动，累计
吸引游客 20 万人次，迎来牛年第一
个人气高峰。
其他各区县旅游景区也推出
了新春庙会、展览、美食节这些活
动和优惠产品。

主城 11 个剧场
春节期间天天奉上精彩演出

前往购买。

手段吸引了市民
超市的各种促销

春节期间，重庆各专业文艺
院团坚持以演出为中心环节，为
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有文化味的新
年。
包括国泰艺术中心、川剧艺
术中心、重庆国际马戏城、魁星楼
拾楼剧场、洪崖洞巴渝剧场等在
内的 11 个剧场，春节期间不间断
天天有演出，推出包括《牛闹新

今日温暖阳光继续
周日前都是大晴天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昨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重庆多地早上
大雾弥漫。长寿、垫江、石柱等 14 个地区出现
最低能见度低于 1000 米的大雾天气，其中渝
北、綦江等 11 个地区更是才出现最低能见度
仅 100 米的浓雾。
上午 10 点左右，浓雾散去，阳光撒落，气
温一路上升，重庆迎来温暖的春天。截至 15
点，重庆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 17℃，最暖的万
州为 20.3℃；其次巫溪为 19.9℃；中心城区最
高气温也达到了 17.7℃。
不少市民抓住最后一天的假期与家人一
同外出游玩。位于两江新区宜奥麦商圈的美
心红酒广场也迎来了返城巿民游玩的小高
峰，各种儿童游乐设施前排起了长队。朝天
门广场，人们争相与两江美景合影。位于江
北的鸿恩寺公园中，各种春花也已相继开放，

吸引着前来踏青的人们。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接下来直
到周六，包括中心城区在内的重庆各地天气
都较好，中心城区本周大部分时间都能与阳
光约会。而根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重庆未来
7 天天气预报，周日起，重庆可能迎来新一轮
的降雨。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8 日白天，中西部地区阴天转多云，东部
地区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4～21℃。中心
城区：
阴天转多云，
气温 9～19℃。
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天，各地多云。大部
分地区气温 4～21℃。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10～19℃。
19 日夜间到 20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
大部分地区气温 4～23℃。中心城区：多云转
晴，
气温 10～21℃。

春 2021》音乐会、川剧故事剧《谭记儿》、京剧
折子戏、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
州》、儿童剧《三只小猪》、话剧《贝纳达夫人的
一家》、杂技秀《魔幻之都·极限快乐 SHOW》、
《乐响新春》音乐专场、
《新春波尔多》芭蕾舞专
场等作品。截至目前，共开展演出 60 场，接待
观众 1.07 万人次。
重庆美术馆推出《墨写河山·当代中国山
水画大展》，
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好评。
同时，重庆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在严格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放固定展览 120 多
个，
推出临时展览 76 个，
举办活动 71 个。
剪纸等各类与年俗相关的非遗展示体验
活动轮番上阵，非遗传承人、民间文艺能人进
景区、进社区、进商圈，营造浓浓年味、丰富文
化生活。

“重庆人游重庆”
文旅消费活动引来四方客
春节前夕，市文化和旅游委组织开展“这
么近那么美·重庆人游重庆”主题活动，推出
“重庆人游重庆”的旅游产品、惠民措施、民俗
文化活动等。
渝东南、渝东北各区县和旅游企业策划推
出了“十大精品旅游线路”、
“ 十大新春主题活
动”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旅游线路和活动；各旅
游景区推出了针对重庆市市民和就地在渝过
年的外地朋友的各类优惠。
渝东南区域旅游协作组织举办“这么近那
么美·渝礼过大年”渝东南新年集市系列活
动。主城都市区旅游协作组织推出了“这么近
那么美·来主城都市区过幸福年”
系列活动。
此外，全市持续开展“打卡巴渝美景”全媒
体推介活动，推出春节打卡巴渝美景的重点报
道，加大“打卡巴渝美景·重庆聚惠玩”沉浸式
全程互动打卡活动力度，春节假期在 50 个打
卡景区全覆盖设置实景打卡点，通过线下扫码
打卡，线上领取文旅奖品的方式，吸引游客参
与互动，
拉动文旅消费增长。

同时，春节期间，全市 43 家公共图书馆、
41 家文化馆围绕“文化年”
“ 欢乐年”免费开
放，提供内容丰富的线上服务，到馆人数 16.3
万人次，线上服务 132.2 万人次，全市共开展
群文活动 494 场，667 万群众参与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各区县赠送群众传统年
画、春联近 40 万幅，开展传统文化体验展示展
销活动 330 余场次，280 余名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参与非遗体验。

零售额 274.1 亿元
春节期间你贡献了多少
又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来自重庆市商务委的监测数据显示，牛年春节
七天假期，全市各区县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
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274.1 亿元，同比（农历，下
同）增长 49.9%。
节日期间，重庆市采取了一系列保供稳价
举措。巩固疫情期间与四川、云南、贵州、广
西、海南等省市建立的联储联保机制，在云南、
四川、海南等省对接农产品生产基地 150 多
个，
在市内各区县设置采购点 40 余个。
春节期间，重庆各地节日氛围浓厚，特别
是今年春节很多群众选择就地过年，不少商超
为抢占商机都拉开了年货大促销，线上线下销
售火爆。重庆市商务委组织开展了 2021 爱尚
重庆·网上年货节，带动节日购物气氛，刺激消
费。
重点商圈人流增加消费增长。观音桥、解
放碑、三峡广场、南坪等主城商圈纷纷开展多
元化的促销活动，
点燃购物热情。
据监测，春节期间主城五大商圈人流量
1205 万人次，比疫情前一年的 2019 年增长
4%，其中三峡广场、观音桥、杨家坪、南坪商圈
人流量分别增长 109.6%、22.8%、24.6%、4%。
主城中心城区重点商圈销售额增长
91.7%，茂业百货、远东百货、国美电器销售额
同比增长 192.1%、68.4%、56.4%。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更亮更美更炫
皇冠大扶梯全新亮相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刘波）
经过 4 个多月的停运施工，两路口皇冠大扶
梯顺利完成排危整治改造，全新亮相，并于近
日开启试运行。新设计的皇冠大扶梯 LOGO
标志也在这里亮相。
皇冠大扶梯是全国最长(亚州第二长)的
坡 地 电 动 扶 梯 ，被 称 为 中 国 攀 山 第 一 梯 。
1996 年 2 月 18 日正式运营。皇冠大扶梯全
长 112 米、高 52.5 米、宽 1.3 米、坡度 30 度。
运行速度每秒 0.75 米，全程运行时间 2 分 30
秒，
每台每小时最大运载能力 13500 人次。
走进大厅，顶部吊顶进行了重新装修，让
整个大厅变得更加清爽、明亮。同时，皇冠大
扶梯上下站大厅的功能布局也进行了重新设
计、规范，并新增了游客休息区、文创产品售
卖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中心为游客提供
咨询服务，并为游客提供景点介绍和旅游线

路规划服务。
上下站大厅还新增了进站闸机，游客进
站不再像以前那样投币，而是通过手机扫码、
刷畅通卡，或者在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购票过
闸进站。同时，游客还可在大厅的自助售票
机上购票，或是关注重庆索道公司微信公众
好进行网上购票。
这次改造，整个顶部采用全透明设计，可
以看到周边建筑。遇上晴天，阳光透过玻璃
洒进大扶梯，游客一边乘坐扶梯，一边抬头看
着蓝天白云，
好不惬意。
另外，大扶梯中间区域的两侧也将原来
的广告牌改造为了透明窗户，让整个区域更
加通透、明亮。
皇冠大扶梯改造完成后，让人眼前一亮
的还有下行站的裸眼 3D 屏幕，立体感十足，
让 25 岁的皇冠大扶梯变得更美更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