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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本报新闻主角跻身全国十大正能量人物
阿里天天正能量首届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昨日出炉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李栋）重庆晚报
记者昨天从第十七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农
交会将于1月19日-22日在南坪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

据悉，本届农交会参展组团达到56
个，境内外参展企业达2100余家，展销品
种将达6500余个。包括无公害食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优质农、牧、渔、林产品
及其深加工产品。展品不仅有来自重庆
各区县的特色名优农副产品和鲜活农产
品，如涪陵榨菜、潼南柠檬、江津花椒、巴
南银针、三峡生态鱼、奉节脐橙等，还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名优农副产品，如贵州的湄
潭翠芽、新疆的大枣、南充的香兔、遂宁的
白柠檬、广安的蜜柚等，更有法国红酒、意
大利橄榄油、泰国果干、坦桑尼亚辣木籽
等国外美食。

下周五到南坪
逛农交会买年货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杨华 毕克勤）
1月10日是全国第32个110宣传日，重庆
市110APP也在昨天宣布正式启用。

该项目负责人张俊豪表示，重庆市民
可通过手机APP向重庆市110报警服务
台实时传送视频、图片等警情信息，实现
可视化报警。

据了解，110APP可以实时定位，市民
可以在不方便讲话时，通过发送图片、视
频、语音、文字等方式来报警。

报警一般都是遇到了突发危急状况，
还要下APP，会不会太耽误事？张俊豪说，
110报警服务台接线员在接到报警时，通常
情况下会问三个问题：“你现在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人受伤？”统计
数据显示，大部分时间都会用在“你现在在
哪里”上，一是因为市民可能并不熟悉这个
地方，二是接线员对一些小地点也无法准
确定位，这种情况下APP的自动定位功能
就使得报警效率更高。

重庆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李警官
表示，相对于电话或短信报警，可视化报警
拍摄的警情视频或图片能给警方办案时提
供有力证据，对于后续案件审理也有一定
作用。此外，过去110需要花费很多精力
分辨报警信息的真伪，可视化报警信息将
大大提高报警可信度，通过APP收到市民
图片或者视频的报警，可以让他们更直观
的掌握更多警情，如果发现情况危急，会直
接下发到辖区派出所派民警出警处置。

李警官建议，市民平常就可以在手机
里下载好这个APP，除了报警，还能用来
挪车，后期还将推出“阳光幼儿园”等其他
功能。

重庆110APP请你下载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昨天，无
数读者关注的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首届
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结果出炉：曾因保姆
照看了他孙子3年，他将患病保姆接回家
照顾了27年的李绍光，如今再次打动全
国评委和网友，在50个正能量故事中脱

颖而出，获得2017年度十大正能量人物
奖项。

“这是一次艰难的评选。”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平台负责人说，如何在2017
年度 900 多个正能量获奖故事里，选拔
出最能代表时代底色、世道人心的故事，
平台前期推动全国合作媒体做了很多推
荐工作。评选开始后，网友的参与热情
也让主办方始料未及。评选过程中，网
友每为候选人点一次赞，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将捐献 5 元公益金，在网友的热
情参与下，50万元“心公益”基金仅用了
1天多的时间就已募集完成。在评选页
面上，重庆晚报记者看到，本次评选网友
共为正能量人物点赞 39 万多次。“每一
个赞，都是一份敬意，每一次添心之举，

都是一次正能量的传递。”最终获奖名
单，由媒体评委和网友点赞以 7：3的比
例综合评定。

与李绍光一起登上2017年度十大正
能量人物榜单的还有：助学老师何春雨、仁
义车主薛战民、最小志愿者胡智博、最美托
举肖奇，良心保姆侯双喜、天使医生张匀、
普通保安李国武、大山孝女肖飞，光头闺蜜
露露。

榜单里，年龄最小的年度正能量人物
只有12岁，而最年长的正能量人物已91
岁。“他们的仁心、善行，为我们定格了一
个温暖的2017，也为时代留下一张真善
美的底片。”阿里巴巴集团公益开放平台
总监王崇和说，“一次评选，也是一次唤醒
之旅，最终登上名单的是十个名字，但相

信留在大家心底的，是正能量的‘心’光熠
熠。如果你也渴望爱和温暖，如果你也想
参与这个社会的改善，那么请和他们，和
我们一起前行。此时此刻，非你我莫属。
这是我们想借这次评选，传达给大家的理
念。”

随着本报推荐的“中国好雇主”李绍光
的当选，五万元正能量公益金也花落重庆
晚报。这份带着无数读者的敬意和爱心的
公益金怎么花，本报决定把选择权交给每
一个为正能量点赞者。如果你有建议，可
以联系拨打重庆晚报热线966988。

你怎样，世界就怎样。如果你身边也
有李绍光这样的正能量故事，如果你想让
他也成为4000多位天天正能量获奖者之
一，也可以通过热线966988联系本报。

◀工作人员演
示轮椅顺畅上
下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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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01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月10日

基本号码
09 24 16 30 11 01 29

特别号码
15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05期

4435847449.6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09 23 24 30+08 11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6注
1注

174注
49注
1057注
361注

每注奖金
7758568元
4655140元
48824元
29294元
3032元
1819元

应派奖金合计
46551408元
4655140元
8495376元
1435406元
3204824元
656659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6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6 7 8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月10日

侧窗防晒隔热乘坐更舒服

该车侧窗采用具有防晒隔热功能的内嵌
式绿色玻璃，车内配备壁挂式强制散热器，无
论夏季还是冬季，都能使车内保持适宜温度。

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采用
皮革软垫，有效提升乘坐体验，比普通泡沫坐
垫更干净、卫生。

该车配置电子控制ECAS空气悬架系
统，使车辆具有升降及侧倾功能。车身采用
全承载式技术，车身设计为鸟笼结构，强度与
刚度增加，抗撞击力更强。

车内增设外推式安全逃生窗，在发生紧
急状况时，利于乘客及时安全疏散。在驾驶
区设置全包围结构，使驾驶员与乘客有效隔
离，减少外界干扰。车尾电子路牌加入SOS
报警、刹车及转弯显示功能，提醒过往车辆、
行人注意安全。

据了解，这批一级踏步公交车投放红石
路、石小路、石杨路、机场路、长江路、茶园、渝
南大道等干道，预计春节前逐步到位。后续
更新的一级踏步公交车分步投放公交优先
道，进一步提高优先道使用效果。

一级踏步公交车亮相148路
6个USB接口充电更容易

◀用于固定
轮椅的专用
位

▶全新投放的148路公交车

▲侧面可以完
全打开的逃生窗

更多110信息请扫描二
维码下载慢新闻APP

▲新车上配备了
USB充电插口

后门踏板轮椅上车更方便

在江北区红旗河沟公交站，重庆晚报记
者看到了即将投放的一级踏步公交车，外观
湖水蓝颜色有别于其他公交车。

一级踏步公交客车车身加长至12米，车
厢面积增大，增加乘客站立及乘坐空间，26
座，可载83人。整个车厢内是平的，除了普
通乘客上下方便外，对于行动不便的坐轮椅
人士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该车有供轮椅上
下的踏板，司机放下踏板后，轮椅可推上公交
车。车内还有专门固定装置，避免行驶中轮
椅摇晃。

在现场，一位受邀请前来体验的残障人士
乘坐手推轮椅，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来到公交车
后门。车门打开后，工作人员将黄色区域覆盖
的踏板翻开与地面结合，轮椅顺利推入车厢。

中门安装下车提示铃，直接连接地面的
翻板式无障碍坡道板及轮椅固定装置，为乘
坐轮椅的人上下车提供无障碍通道。

车内还配置报站器以及带导乘功能的
LCD信息显示屏，同步播报、显示到达站、行
驶方向、预报下一站，更方便聋人、盲人乘车。

乘客可以享受充电服务

“这批公交车全部采用自动
变速器和空气悬挂，不但驾驶员
开车更轻松，乘客也感觉不到严
重抖动。”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据了解，该车车身可以实现提
升和下降，合计上升下降高度15厘
米（即上升7.5厘米，下降7.5厘米），
时速超过30公里后，车身回复到正
常高度。

该负责人介绍，一级踏步公
交客车降低了车身地板高度，乘
客只需跨一步台阶便可上车。由
于车头至车尾地板高度与踏步高
度一致，也缩短了停站时间。车
辆选用大马力发动机，加速及爬
坡能力显著增强，车辆运行平均
速度提高。

对于手机族来说，坐这种公交
车也有福利，车前部、轮椅固定区域
有6个USB接口充电。

昨日，我市首批31
辆一级踏步公交车在
148路上线，行动不便
坐轮椅的人也能轻松上
车了。市公交集团表
示，为了给乘客带来更
好乘坐体验，乘坐更舒
适、便捷、节省上下车时
间，将逐步投放215辆
一级踏步公交车。

重庆晚报记者 王
渝凤 任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