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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移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
极贯彻落实中国移动惠民举措，于7
月1日全面取消流量漫游费。这一调
整无需用户办理，自动生效。

提速降费，
流量不再“漫游”

提速降费，是国家交给电信运营
商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今年的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网
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
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
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
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
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
企业切实受益，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
助力”。

重庆移动的本次流量调整，将重
庆移动手机用户原有的市内流量，统
一调整为全国流量。

调整后，流量结转规则统一不
变。原市内、全国流量（不含港澳
台）将按照统一标准收费。具体收
费标准，用户可根据不同套餐拨打
10086，向重庆移动客服人员咨询。

自动升级，
免除额外费用

使用各类本地资费套餐的重庆移

动用户，将成为此次调整的主要受益
者。从此以后，只要套餐内还有流量，
便可以在国内除港澳台之外的任何城
市，按照平日使用习惯放心使用。

对于那些时常出差、旅游的用户而

言，全面取消流量漫游费是一项重大利
好。如7月1日前，某重庆移动用户赴
广东出差一月，由于资费套餐中国内流
量不足，额外使用了国内流量1G。为
此，该用户将额外支付30元费用。

而如果此事发生在7月1日之后，
由于办理的重庆本地流量已自动升级
为国内流量，该用户则可以在广州按
照平日使用习惯正常使用流量，免去
了额外的流量开支。

不过，重庆移动的此次调整，并非
覆盖所有用户。一些相对特殊的套餐
或手机卡，无法享受此次优惠，如小区流
量、校园流量、WLAN资费等。

谢恒

重庆移动全面取消流量漫游费

今年6月，中国移动宣布陆续推出
“任我用”“移动卡王”“全球通尊享计
划”等第一系列大流量套餐。并在此前
基础上大幅度降低国内及国际漫游流
量单价，为用户提供更多实惠和选择。

6-7月，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激
情开打。出国观赛成为不少国人的
选择。期间，中国移动为所有有出境
需求的用户推出了优惠套餐。中国
移动用户用5折价格，便可订购相关

优惠餐包，包括：一带一路多国流量
包、欧洲多国流量包、日本大包多天
流量包、韩国大包多天流量包、大洋
洲多国流量包、北美多国流量包、港
澳台三地畅游包、港澳台三地流量
包、南美多国流量包、非洲多国流量
包、阿联酋大包多天流量包以及2018
俄罗斯世界杯特惠包。

针对在国内各大城市之间串联
观赛的用户，中国移动顺势推出了

“移动王卡”。使用该卡的移动用户
只要支付18元，便可享受30G国内
视频定向流量，当天流量使用50KB
以后按1元/1GB/天，自动叠加收费，
不限次数。总流量达到100G后方才
封顶。定向流量包含咪咕、爱奇艺、
腾讯、优酷等主流视频网站。

全球通无限尊享计划套餐，则能
够实现全家享用的需求，可添加4张
副卡，无功能费；副卡可共享主卡套

餐内语音和国内（含港澳台）流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推出的

部分大流量套餐，都采用“不限流量、
达量降速”的规则。虽然用户每月流
量没有上限，但每当月流量达到一定
使用量后，网络接入速率将自动下降。

这一举措在保证用户尽情享受
大流量套餐的同时，也避免了流量浪
费现象。中国移动承诺，用户达量之
后只降速，不会额外收取套餐以外的

任何费用。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移动此项举

旨在响应“提速降费”号召的同时，亦
是在为“5G时代”的到来做铺垫。让
用户在体验高速上网的同时，享受廉
价的资费。

据悉，目前中国移动5G网络已
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等五
个城市试点。2020年，将基本实现
5G全覆盖。

提速降费迎接5G时代

中国移动集中推出大流量套餐延伸阅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
习生 李行芩）7月30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按照国家卫健
委的要求，我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将
配合做好涉及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
料药的药品召回工作。在涉及召回
的5家制剂生产企业中，重庆康刻尔
制药有限公司正在召回缬沙坦氢氯
噻嗪胶囊。

7月6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向国家药
监局报告：在用于出口的缬沙坦原料
药中检出微量 N-亚硝基二甲胺
（NDMA）杂质。在检出该杂质后，其
立即暂停了所有缬沙坦原料药国内
外市场放行和发货，并启动了主动召

回的措施。
同时，国家药监局对国内涉及

使用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的6家
制剂生产企业进行风险排查，除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的 缬 沙 坦 胶 囊（国 药 准 字
H20103521）尚未出厂，其他 5 家生
产企业的上市产品中 NDMA 超出
限值，它们分别是重庆康刻尔制药
有限公司的缬沙坦氢氯噻嗪胶囊
（国药准字 H20080097）、海南皇隆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缬沙坦分散片
（国药准字 H20050508）、哈尔滨三联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缬沙坦分散片
（国药准字 H20061058）、江苏万高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缬沙坦氢氯噻嗪

分散片（国药准字 H20090262）、山东
益健药业有限公司的缬沙坦分散片
（国药准字H20090319）。上述5家制
剂生产企业已停止使用华海药业缬
沙坦原料药，按规定召回相关药品。

“缬沙坦主要是用于治疗高血
压。”市中医院药剂科专家方志娥介
绍，在我国，高血压患者已突破3亿
人，用药群体庞大。

“我们已经在进行药品召回了，
销售人员在医院、药房一盒一盒地召
回。”重庆康刻尔制药有限公司相关
人员介绍，目前该公司已召回1万多
盒缬沙坦氢氯噻嗪胶囊。该公司还
委托阿里健康“码上放心”通过“手机
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健康APP”

等平台开展召回。患者可通过上述
APP扫描［缬沙坦氢氯噻嗪胶囊］中
包装盒上20位追溯条形码（或中国药
品电子监管码）识别是否为召回药
品，如所扫描后的结果提示为“该药
品已被召回，请勿使用”，即为本次召
回药品。无论患者是否还存有发票，
都可以召回。

同时，市卫计委发出通知要求我
市医疗机构在进行疾病诊疗时，不得
使用涉及召回的含华海药业缬沙坦
原料药药品，可以使用其他不涉及召
回的含缬沙坦原料药药品或者选择
其他药物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医务
人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医疗质量
和安全。

重庆一公司生产的涉缬沙坦原料药召回

市卫计委：不得使用含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药品

“重庆如今变得这么壮观、漂亮，父
母如果健在的话肯定会很欣慰。”徐悲鸿
之子、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介绍，
1998年，他曾将徐悲鸿作品带到重庆，
让山城市民近距离欣赏到了徐悲鸿的艺
术魅力。今天，“回望归鸿——徐悲鸿抗
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又将在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开展，展出徐悲鸿抗战期间绘
画作品75件（套）。

徐悲鸿杰作诞生背后有何故事？
自己眼中的“父母爱情”是怎样的？徐悲
鸿夫妇在重庆工作、生活期间有何插
曲？徐悲鸿如何对自己进行艺术启蒙
的？7月30日，徐庆平接受了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

300厘米长的《巴人汲水图》
没打草稿

“70年代末，我第一次来重庆，在嘉
陵江中站了半个小时。”徐庆平回忆，从
那时起，他就有把徐悲鸿作品带回重庆
展出的想法，因为重庆留下了徐悲鸿夫
妇太多的回忆——

1937年，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至
重庆，他和重庆的渊源由此开始；1942
年，徐悲鸿在重庆磐溪创立中国美术学
院；1946年，徐悲鸿和廖静文在重庆结
婚……

美术史学家普遍认为，在重庆的10

年，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巴
人汲水图》《六骏图》《奔马》……一批享
誉美术史的画作在重庆诞生。这其中，
《巴人汲水图》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人不
屈不挠的精神，是徐悲鸿现实主义画作
的高峰，为人称道。

“这幅作品创作于中央大学主校区
（位于沙坪坝区松林坡）的教室，长达
300厘米的卷轴画没有打草稿，一气呵
成。”徐庆平说，当时父亲住在江北磐溪，
工作在沙坪坝松林坡，每天乘船往返于
两岸，看到嘉陵江边人们辛苦挑水的场
景，重庆人的坚韧精神也深深烙印在他
的脑海，因此作出此画。

“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
代，徐悲鸿画中的狮、马、鸡、鹭都饱含着
激昂、悲愤或含忍的情态，从中寄托着画
家本人的强烈情感。”著名美术评论家邓
福星说。

徐悲鸿在近200幅作品上
写下“爱妻静文”

据了解，徐悲鸿画作存世量近3000
幅，其中有近200幅写有“爱妻静文”，说
明是赠予妻子廖静文的作品，且绝大多
数是精品力作。

1953年，徐悲鸿因患脑溢血病逝。
廖静文和徐悲鸿在一起生活了仅仅7年
多的时间，感情却十分深厚。徐庆平表

示，父母之所以如此恩爱，主要是因为在
重庆患难与共的生活。

徐庆平介绍，父母在重庆工作、生活
时，父亲到中央大学上课，中午就靠一块
红薯充饥；没有电灯，就在煤油灯下作
画；父亲因脑溢血入院治疗时，两人连饭
钱都交不起，母亲常常背着父亲吃剩下
的几颗饭粒……

“母亲去世前几个月，每次见到我都
要说在磐溪的艰苦生活，她在老家湖南
浏阳都没过这么苦的日子。”徐庆平说，
重庆磐溪在父母的心中意义非凡。

徐悲鸿去世当天，廖静文将徐悲鸿
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
历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等全部捐赠给
国家文化部。她生前曾表示：“国家让我
留下题了我名字的画，但那些画也是悲
鸿画得最好的、最喜欢的，我应该捐出
来。毕竟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捐给国家，
作品才能长久保存下去。”

兄妹上学没钱，母亲去当铺
抵押棉衣

“我名字中的‘庆’就是取自重庆，
‘平’取自北平（北京）。”徐庆平笑称，“如
果父母晚两个月去北京，我就出生在重
庆了，我对重庆也有着特别的感情。”

1946年，徐悲鸿出任国立北平艺术
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校长。在

他的感召下，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等
进入国立北平艺专任教，他们不仅为学
校的美术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深刻影响了一个
时代。

“父亲工作繁忙，我小时候其实很
少看到父亲，家里都靠母亲支撑着。”
徐庆平回忆，自己上小学一年级、妹妹
上幼稚园时，家里拿不出钱，母亲只好
把一件很厚的棉衣拿到当铺，以换取
学费。

徐庆平说，虽然父亲工作繁忙，但并
没有忽视对子女的艺术启蒙。“我和妹妹
在几岁时就开始临摹《张猛龙碑》，父亲
还会抽空批阅。”徐庆平说，这次回重庆，
来到徐悲鸿中学，得知这所学校每周都
要给学生开设一节书法课，自己也感到
非常欣慰，“孩子成长过程中，也要重视
审美教育。”

在重庆的10年
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

——专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
习生 李行芩）7月26日，市卫生计
生监督执法局公布了“你点名我监
督”活动医疗美容机构突击检查结
果，被市民“点名”的重庆艺星医疗美
容医院有限公司、重庆当代整形美容
医院、夏莲美容诊所、重庆新铜雀台
整形美容医院、重庆爱思特整形美容
医院、永川艺雕蝶姿医疗美容医院被
立案调查。

7月9日，市卫计委、市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局联合重庆日报、华龙网启
动了“你点名我监督”活动，由市民投
出他们最关心的医疗美容机构，并对
涉嫌开展非法医疗美容的机构进行投
诉和举报。根据活动规则，“点名”前
十的医疗美容机构和投诉最多的4个

涉嫌开展非法医疗美容的机构被突击
检查。

据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突击检查重点检查
了医疗美容机构超范围开展医疗美
容服务的行为；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
从事医疗美容服务、安排卫生技术人
员超执业范围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
行为；不具备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条件
的执业医师独立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的行为；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
为。

“比如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斌鑫
世纪城三楼的夏莲美容诊所，我们发
现该诊所悬挂牌匾标识与《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上核准的名字不符，而且
超核准范围开展美容皮肤科诊疗活
动。”该负责人说，目前已对其立案调
查，拟罚款人民币3000元。在重庆爱
思特整形美容医院，执法人员发现其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
现也已立案调查，拟罚款3000元。

市民投诉较多的涉嫌开展非法医
疗美容机构问题就要多些。特别是渝

中区时代天街16号的袁桢茗美容中
心，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前提下，为顾客提供医疗美容服
务。目前，该中心涉嫌非医师行医，已
被立案查处。

据介绍，此次突击检查只是个开
始，作为“卫监行动2018”系列专项行
动的一部分，医疗美容机构专项监督
检查行动将持续到8月底，对所有医
疗美容机构进行拉网式检查。市民也
可以拨打12320或68810000进行举
报或投诉。

“你点名”的医疗美容机构检查结果来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7月30
日，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都有
雨，气温也随之有所降低。

实况监测显示，从30日早上开始，
全市大部地区有雨相伴。其中万州、垫
江、荣昌等区县雨势较大。全市气温也有
明显下降，各地最高气温在26～33℃。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大部
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有雷雨或阵
雨。西部偏西、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雷阵
雨。

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中西部和
东北部大部地区有雷阵雨，雨量小雨到
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午后到

夜间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地区气温
23～39℃，城口及东南部22～36℃，主
城区阵雨转多云，26～36℃；31日夜间
到1日白天，西部偏西和东南部多云有
雷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午后到夜间有
分散雷阵雨，大部地区气温24～39℃，
城口及东南部22～36℃，主城区多云有
分散阵雨，28～37℃；1日夜间到2日白
天，西部偏西和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
区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
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午后到夜间有
分散雷阵雨，大部地区气温24～40℃，
城口及东南部22～36℃，主城区多云有
分散阵雨，28～37℃。

雨来了！高温天气暂缓

徐庆平
（受访者供图）

（上接1版）
“这15亿元新增投资，将使园区的

家装产业实现质的飞跃！”三教产业园
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盛逵说，东鹏控
股拟引进的这些企业，都是全国家装

“冠军联盟”成员，均是国内一线知名企
业，它们进入后，将使三教产业园至少
新增3家上市公司投资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汇聚三教
产业园，将使园区快速形成完整的家装
产业链条，大幅提升园区家装产业的竞
争力。今后，一些大型精装修楼盘可到
三教进行一站式采购，大幅降低采购、
物流成本，从而使三教产业园成为西南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家装生产基地和交
易中心。

长城汽车、中交一公局新
增百亿投资

另外比较典型的还有长城汽车、中
交一公局等企业。

长城汽车于去年12月签约落户永
川，今年3月开工建设。根据协议，长城
汽车将在永川投资80亿元建设汽车整
车生产基地，主要生产长城豪华皮卡、
H9等非承载式车型。

让永川人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初，
长城汽车还在永川另外注册了重庆哈
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长
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两个公司。
这两个公司分别是长城汽车整车销售、
零部件销售的全国总公司，年销售额均
在1000亿元以上。

今年5月，长城配套汽车底盘生产
项目——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也正式签约落户永川。该项目总投资
10亿元，主要建设汽车底盘前/后悬架、
排气系统生产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30亿元。

因修建三环高速永川段、九永高
速，而与永川结缘的中交一公局，也扎
根在了永川：2016年5月，中交一公局
重庆总部公司在永川注册成立；2017年
1月，中交一公局投资建设的重庆建筑
构件有限公司在永川区建成投产；2017
年4月，中交一公局重庆总部世通大厦
正式开工奠基，建筑规划高度不低于
158米，建成后将成为永川第一高楼。

今年上半年，中交一公局又分别与
永川签约了中交航空港、中交STS电动

车两个项目。中交航空港项目总投资
56亿元，用于建设中交航空总部、大安
机场建设运营和航空培训学校。中交
STS电动车生产项目由中交一公局、中
交科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总投资
33.4亿元，将引进德国技术建设年产8
万辆STS电动车，建成可实现年产值44
亿元，年税收7.5亿元。

营商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些企业为什么在永川一再追加
投资？

“我们的营商环境起到了关键作
用。”永川区商务局局长蒋微说，近年
来，永川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
的“生命线”，除了在聚焦重点产业招
商、建设专业招商团队等方面精准发力
外，还尤其注重营商环境的打造，强化
从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的全过程服务，
坚持“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满
意指数”，坚持“做的要比说的好，干的
要比签的好”。

以东鹏控股投资项目为例。该项
目去年5月签约后，永川只用两个多月
就完成1800多亩土地的征迁任务，全
程没有发生一起矛盾纠纷。去年底项
目开工后，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区长
罗清泉、常务副区长文良印又多次上门
到广东拜访公司高层，听取意见，商榷
项目推进办法。永川区人大、区政协也
派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广东上门
听取意见，助推项目建设。

正是在一次次交流与碰撞中，东鹏
控股公司萌生了联合“冠军联盟”企业、
打造整体家装产业园的念头。

长城汽车项目签约后，永川立即成
立了长城汽车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以及综合协调、工商资质、要素保障、物
流运输、税收财务、人力资源、行政效率
监督、投资环境保障8个专项组，不仅区
委书记、区长任领导小组组长，8个专项
组均由区领导牵头负责，纪委书记、组
织部长、副区长兼公安局长也参与其
中。另外还明确了单头对接制、工作联
席会制、就近服务制等工作制度，在长
城汽车项目部旁设立对接服务部，实行
零距离对接服务。

目前，长城汽车一期工厂已基本完
成桩基施工，即将进入厂房施工阶段，
预计明年底实现投产。

这些企业为啥在永川一再追加投资

7月29日下午，一场雷阵雨过后，两道彩虹出现在綦江城区上空，横跨綦河，
美轮美奂。 通讯员 夏昌铭 王太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