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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索道开通 5G 技术 VR 超感景区体验】 当 VR 遇上 5G，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日，记者来到重庆长江索道体验一把“超感”滑行——带上 VR
眼镜，只需要三分钟，你就可以实时同步体验 360°全方位一镜到底的长江美景。据了
解，
这是全国首个 5G 技术索道 VR 超感景区体验项目。
“有些游客排很久的队才能坐上，
如果遇上天气不好，
来了重庆也没办法坐索道更是
成为他们的遗憾。
”
重庆移动 5G 专家杨玉东介绍，
“我们在整个索道都接入了 5G 网络，
在
缆车底部安装摄像头，
以 360°全景高清 VR 作为呈现方式，
把实时拍摄到的全景画面通
过核心网传输到体验区，
向游客提供更快捷、
更易获得、
更酷炫的实时沉浸式旅游项目。
”
现场，除了 VR 索道体验之外，还有一个“黑科技”——3D 全息投影实时视频。当
体验者站在镜头前，影像通过 5G 网络瞬间到达另一个空间，仿佛“瞬间移动”，让天涯
变咫尺，亦真亦幻的效果给体验者带来强烈的立体空间视觉冲击。
据悉，
本月底，
首个玻璃房体验厅将在长江索道售票大厅内建成，
届时，市民及游客
可以前往体验。另外，机场、火车站等地也都将搭建体验区，
游客甚至不用到景区，
就可
以体验 5G 技术索道 VR 项目。这样的高科技体验贵不贵？和索道收费相同，今后的收
费应该也会是 20 元每次。
记者 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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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可坐飞机到巫山赏红叶】 昨日，记者从巫山机场建设工地现场
获悉，巫山机场飞行区工程及空管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预计今年 4 月上旬可完成校飞，
航站楼已进入室内装修冲刺阶段。今年上半年，巫山机场有望建成通航。目前，巫山县
与华夏航空公司已签订第一条航线包机协议，首开航线为巫山至重庆。届时，旅客从重
庆主城坐飞机 1 小时便可到达巫山。
转发

评论

点赞

都市热报
METRO NEWS

来自微博 weibo.com

【19 日到走马观花】 昨日，记者从九龙坡区了解到，重庆市春季花卉展暨
九龙坡区第十九届走马古镇观花旅游文化节将于 3 月 19 日在走马镇开幕。
本次花卉展共设室内外两个展示区，室内展示区展示时间为 3 月 19 日—3 月 29
日，共设置组合盆栽、插花艺术、赏石、根艺、森禾百花园等 5 个精品展区，市民可现场参
加插花制作比赛，体验插花艺术之美；室外专类春花展示区以“花卉展示+花卉产业+文
化旅游”为主线，从 3 月 3 日-5 月 3 日为期 60 天，重点展示“千亩桃林、五彩花海”整体
景观效果，将展出桃花、郁金香、风信子等 400 余种木本花卉和时令草花品种，共同融合
成近 300 亩起伏跌宕、五彩斑斓的花海、花坡。
小贴士：

【市教委要求学校自查自纠食堂食品安全】 3 月 13 日，重庆市教
委办公室向全市各区县教委（教育局）下发紧急通知，就近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质
量卫生问题造成的恶劣影响，
要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立即通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
务
必在今明两天内，
再开展一次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自查自纠。
通知称，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彻底摸清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运营管理情况，
凡
执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通知》
（渝府办
发〔2018〕160 号）要求不到位的，必须立即整改；落实“学校食堂不得盈利，不得对外承
包”
要求不到位的，
必须立即整改。
通知要求，要全面落实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学校的主体责任，确保食堂管理
科学规范和食品健康卫生，
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和不稳定事件发生。
记者 秦健

自驾：内环快速-中梁山隧道-渝昆高速-走马互通-走马镇（下道）-走新路-走马
古镇-观花节主会场；
公交：杨家坪西郊站乘坐 298 路-白市驿五院枢纽站换乘 286 路（走马镇方向）-桃
花林站下。
记者 刘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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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马拉松赛 17 日举行】 昨日，记者从重庆北部公交公司了解
到，2019 重庆北碚缙云山森林国际马拉松赛事将于 3 月 17 日举行，为保障比赛顺利进
行，
部分道路有交通管制。
受此影响，当日 7：30 至比赛结束前，15 条公交运行线路有调整。其中，10 条线路
绕行：580 线、581 线、583 线、585 线、586 线、588 线、590 线、599 线、560 线、584 线；5 条
线路停运：510 线、511 线、518 线、520 线及 556 线。
此外，临时开行 3 条接驳线路。线路一：管制期间及管制恢复初期，索道下口-北碚
公交车站；线路二：管制期间及管制恢复初期，四号门-澄江；线路三：管制恢复初期，科
技健身梯-状元碑（城南公交枢纽站）。
重庆北部公交公司表示，
3条临时接驳线路运行班次将根据当日现场客流情况，
灵活发
车，
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值得一提的是，
主城其他区市民若需前往，
可自驾或乘坐轨道交
通6号线在状元碑站换乘589线到达。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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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IFS 引领#
城市精英#女性力
量】 3 月 8 日正值国际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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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梨花开·踏寻乡土情”永川
【永川黄瓜山 6 万亩梨花开了】 昨日，
黄瓜山梨花节正式开幕。黄瓜山 6 万亩雪白的梨花将变身“花地毯”，掀起一波春赏梨
花的高潮。
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未来几天天气判断，黄瓜山梨花将
在下周进入盛花期，
万树梨花开将再度盛装迎客。
在持续一个月的赏花时间里，
除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外，
还有风筝文化节、摘春菜、品
梨园茶道、购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活动贯穿节会。尤其是风筝文化节期间，还将放飞一只
120 米长的主题风筝。对于“吃货”而言，在黄瓜山能吃到黄瓜山鸡、黄瓜山蒸、黄瓜山
粑等永川著名的黄瓜山山菜，还可体验以悬崖酒店为代表的特色民宿。 记者 郭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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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成立首家难治性疼痛诊疗基地】 昨日，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成立重庆市首家
“难治性疼痛规范化诊疗示范基地”
。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数据，2018 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 380.4 万例，平均
每天超过 1 万人被确诊为癌症。其中，有接近 60%肿瘤患者合并有持续性或经常发作
癌痛，
其中 1/3 为中重度疼痛。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姑息治疗科主任余慧青表示，此次重庆诊疗基地的成立，
能
够帮助更多的肿瘤患者得到规范化诊疗，也为西南地区医务工作者搭建了难治性疼痛
规范化诊疗学术交流的平台。
记者 聂莎
转发

节 ，今 年 的 世 界 主 题 为“Balance for Better”。 重 庆 IFS
以非凡的国际视野，致敬“Balance for Better”精神；以“多
面女神 分身有术”为主题，打
造粉红系浪漫樱花园林，
策划一
系列极具时代感的女性活动，
引
领内外兼修、分身有术，
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城市精英女性力量。
警花在大众的印象中，
总是飒爽英姿、威风凛凛，
是人民的
“护卫天使”
。作为警察，
她们每天服务人民，公正执法，对工作尽心尽责，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尊敬的对象和学
习的榜样。然而，当警花们脱下制服后，却也能展现别样的柔美。她们也喜欢时尚美
妆，生活中也有可爱小女人的一面。活动现场，38 位酷辣警花齐齐出场，演绎热力拳击
操，点燃重庆 IFS。她们当中，有缉毒特警、交通巡警、公安标兵、年轻辣妈，亦有从警几
十年的警界前辈，个个气质非凡。经过激烈的网络投票，16 位人气“最美警花”脱颖而
出。另外更有 4 位警花，在现场接受了变身大改造，褪去英气和硬朗，完美变身时尚俏
女郎，
引得在场观众的惊呼。最终通过现场嘉宾的票选，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
出入境管理支队的支队长彭永获得了
“锦花女神”
的称号。
记者 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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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学车低至 2390 元#】 如何才能进一步降低学车成本？
昨天，好梦学车正式推出智能自助学车，主城学员通过好梦学车 APP 报名，最低只花
2390 元，
比传统学车便宜约千元，
更能参加 1999 元学车秒杀。
昨天，记者在好梦学车 APP 上看到，学员选择智能自助学车，线上担保 2390 元学
费后，选择离自己近的练车场地的优秀教练，让教练免费上门接送报名。报名后，学员
可通过好梦学车 APP，可实现在线练题、约课练车、约考缴费等一
站式学车服务。好梦学车负责人介绍，学员通过好梦学车 APP 智
能自助学车，
将咨询成交、售后服务等高昂的人工成本降到几乎为
零，从而节约了近千元。另据了解，好梦学车 321 周年庆期间，将
拿出 30 个特价学车名额，供学员秒杀。原价 3990 元的学车无忧
班，
秒杀价仅 1999 元。
咨询热线：400-839-2366
扫码抢 1999 元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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