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快 读

7版重庆新闻
2018 年 8 月 2 日 星期四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乔宇

CHONGQING
DAILY

8月1日，重庆江津籍作家罗学蓬撰
写的战争纪实文学作品《中国人眼中的
朝鲜战争》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
江津举行。该书由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
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卷共八十万字，讲
述了抗美援朝战争背后鲜为人知的故
事。在首发式上，罗学蓬接受了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

一篇短文为他获得珍贵史料

重庆日报：您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
部宏大题材的作品？

罗学蓬：往小处说是个人的兴趣，往
大了看是一种责任感。写这本书之前，
我发现在西方的图书市场，早已有了美
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
争”。我们读者了解、吸收的是他们对这
场战争的解读，形成的是建立在他们提
供的史料、角度、立场上的军事史观。而
我想把我知道的讲出来。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这场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应该
有一部《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让世
界认真聆听——中国人对这场改变了世
界格局战争的真实披露和重新诠释。

重庆日报：这本书提到了不少精彩
的个案故事，也涉及到很多诸如当时重
要的军事部署，这些内容的依据是什么？

罗学蓬：文中的内容，大多来自中国
已经解密的档案、国外的史料，以及这场
战争的中外当事人和幸存者的口述实录。
有关那些档案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篇短文为我获得了珍贵的史料。

大约是在2001年的一个夜晚，我翻
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看电脑，无意中
点开了华东师大博导沈志华在齐鲁大学
为教师们作报告的一个视频，其中便提

到抗美援朝战争。我越听越兴奋，讲座
播完，意犹未尽，提笔就写了一篇1500
多字的文章《寻找沈志华》，贴在了著名
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微博上。我写道，你
的研究成果对过去、现在、将来的中国人
都太有关系。可是，它就像一部《三国
志》，我想用我的笔，把它变成一部《三国
演义》，让它走进寻常百姓。

当时已经凌晨三四点，没想到早上
八点，我写的那篇文章后面已经有100
多条留言，其中就有沈志华学生给我的
留言，称文章已经转送到正在国外讲学
的沈教授，沈回国后就会立马和我联系。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就接到了沈
志华的电话，并且将我需要的资料发给

了我。其中就有他自费到莫斯科去买回
的七八十万字的档案资料，如朝鲜战争
期间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的电报稿
等。

喊出“向我开炮”的英雄
王成有原型

重庆日报：写作过程中，有哪些人、
哪些事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学蓬：这是个充满乐趣和痛苦的
过程。有时候人的整个身心都投入进
去，写着写着眼泪就忍不住“哗哗”地
流。这个过程也充满乐趣，会发现很多
有意思的事，例如志愿军蒋庆泉和于树
昌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名叫《英
雄儿女》。影片中，那个喊出“向我开炮”
的王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形象，而
英雄王成是有原型的，就是时年25岁的
志愿军战士蒋庆泉。当时，蒋庆泉是一
个步话机员，有一次敌人攻上阵地，开始
他喊“敌人离我50米、30米、20米、10
米”，后来敌人爬到他所在的碉堡顶上。
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碉堡顶
上开炮！”

当时，部队以为蒋庆泉牺牲了，战地
记者还写了一篇通讯，标题是《顽强的声
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文稿中记者
将“向我碉堡顶上开炮”简化成“向我开
炮”。

谁知，后来美国提供的被俘志愿军
名单里有蒋庆泉的名字，原来他受伤被
俘虏了。后来的战斗中出现了一个叫于
树昌的战士，他在牺牲前也高喊出了“向
我开炮”。之后，电影《英雄儿女》就以此
为原型成功塑造了“王成”这一人物形

象。大约在2010年，人们还找到了蒋庆
泉。

新书是献给建军节的礼物

重庆日报：您采访过的这场战争中
的当事人和幸存者有重庆人吗？他们经
历了怎样的故事？

罗学蓬：有，江津就有一个，叫谭秉
云。谭秉云是一个班长，他入朝的首次
作战，是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
在这场成斗中，我军伤亡惨重，谭秉云却
活了下来，靠的就是他在鸭绿江南岸的
废城中捡来的一床带血的七八斤重的厚
铺盖。谭秉云说：为了躲避美国的飞机，
进了林子还不成，还得挖洞。雪一刨开，
冻板了的地面就像花岗岩一样硬。要掘
下去半尺，泥土才能松软起来。挖个能
待25个人的洞穴，把棉被子铺开，大家
紧紧挤在一起，洞口还得用雨布和树枝
挡起来。天黑了，才钻出洞子，去袭击敌
人。

重庆日报：您觉得写这部书的意义
在哪里？以后有什么打算？

罗学蓬：一个美国老兵曾说过一句
话：“当年，我们的历史老师和军队长官
这样告诉我们，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
经历过很多次与外国的战争，基本上都
是一败涂地。所以，中国人最胆小怕
事，一听洋枪洋炮就两腿发抖，一看到
坚船利炮就赶紧跟对手谈和签约……
但是，当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后，一切，都变得和过去不一样
了。”我想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所
在，算是献给建军节的礼物。目前，我
的新书《聂荣臻在晋察冀》已完成，预计
明年出版。

重庆籍作家罗学蓬新书《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首发

八十万字纪实文学作品揭秘战争背后故事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郑明鸿）8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
区公安分局获悉，江北公安日前破获一
起特大微交易诈骗案：全链条摧毁了一
个仿效股票、期货交易买涨跌并控制交易
平台，进行数据纂改致使平台注册会员亏
损，以谋取大额利益的虚假微交易平台，
抓获犯罪嫌疑人79名，打掉犯罪团伙3
个，涉案金额1.3亿余元。

今年5月初，江北区公安分局接到
市民李女士报警称，她在微信上看到一
篇介绍“亿星国际”微交易平台的文章，
上面介绍“亿星国际”是一项判断外汇指
数未来涨跌的新金融交易平台，通过选
择外汇、原油、楠木等交易品种，选择周
期预判涨跌即可下单。

随后，李女士按照微信软文里面推荐
的微信号，联系上了这个平台，并缴纳学

习费用及充值费用共计3457元。但是，
李女士在该平台交易多次都是亏损，余额
也无法提出，李女士发现受骗遂报警。

办案民警查明：2017年年底，犯罪
嫌疑人钟某向广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仿效股票、期货交易买涨跌并可控制修
改数据的虚假微平台系统，在互联网上
架设服务器，发布炒亿盛、亿星平台外
汇、石油、楠木等能获取高额回报为诱

饵，诱骗大量微信用户注册亿星、亿盛平
台账号并充值进行微交易，同时利用平
台管理账户对平台进行控制，篡改数据，
致使平台注册会员亏损或诱导注册会员
频繁交易。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案涉及全
国受害人1万余名，涉案总金额高达1.3
亿余元。目前，该团伙主要骨干成员全
部被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钟某对其所
犯事实供认不讳。

江北公安破获特大网络微交易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79名 涉案金额1.3亿元

➡面对赛季至今只胜一场，积分仅有5分的副班长贵州恒丰，重庆斯威
却再次扮演了“送温暖”的角色，送给对手3分。8月1日，在重庆奥体中心
举行的中超第15轮比赛中，重庆斯威3比4不敌贵州恒丰，继续排在倒数第
三位。 （记者 黄琪奥）

重庆斯威主场3比4不敌贵州恒丰

重庆自古有“山水之城”的别称，山
峦起伏，江水汤汤，山与水的交融，共同
构筑起这座城市独具魅力的景观。在
重庆的城市建设历程中，处处可见“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场景，因而重庆也
有“桥都”的美名。这些大大小小的桥
梁，不仅成为重庆一张靓丽的名片，更
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中冶建工集团承建的悦来滨江大桥，便
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桥梁纽带”。

智慧工地，服务片区发展

悦来滨江大桥工程全长380米，其
中包含一座大桥，桥梁全长 318.493
米，双向四车道，标准路幅宽23米，道
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工程位于悦来
生态城东北方，连接悦居路和滨江大
道，是悦居路居住区与悦来会展城的联
系纽带，建成后的悦来滨江大桥将会有
效增强悦居路片区与悦来会展城的交
通联系，对片区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
作用。

桥梁工程，尤其是重庆的桥梁建
设，对中冶建工而言已不陌生。自
1977年参建重庆首座长江大桥，40余
年里，中冶建工参与了菜园坝长江大
桥、鹅公岩长江大桥、李家沱长江大桥、
石门大桥、渝澳大桥、嘉华大桥等桥梁
的建设，为重庆赢得“桥都”美名，为重
庆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卓越贡献。此
次承建悦来滨江大桥工程，中冶建工的
项目团队采用了全新的工作思路，制定
了“智慧工地”建设方案，以智能化、信

息化的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
的安全、质量与效率。

据项目负责人郎欢介绍，在悦来滨
江大桥工程建设中，“智慧工地”系统已
经成为项目管理的重要措施。项目现
场建立起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将施工管
理的所有环节以视频信息的形式，通过
网络传输到建设主管部门，实现了对工
程质量安全的全方位实施管控。同时，
建立起特种设备监控系统，实现对各项

特种设备的实时动态监控。如安装在
塔吊上的“黑匣子”，对塔吊的垂直度、
起重重量、操作规范等进行智能监控，
一旦发生违规操作或出现安全隐患，

“黑匣子”便会自动报警，并停止塔吊作
业。通过“智慧工地”系统的建设与运
用，中冶建工悦来滨江大桥工程项目部
形成了一套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流
程，有力地推进了项目建设，确保了安
全质量。

安全文明，树立企业形象

创建“重庆市建筑安全文明工地”，
这是中冶建工悦来滨江大桥工程项目
部在开工前树立的目标。自2016年
10月开工以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始
终是项目团队牢记的工作准则，贯穿于
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对项目部而言，安全文明施工首先
要攻克的难题便是扬尘污染。悦来滨

江大桥项目的施工现场位于一处V字
形河谷，工程建设之初便要在河谷中挖
出深度约40米的边坡。由于边坡面积
较大，临江河谷时常刮风，导致扬尘问
题严重。为此，项目部先后采取了包括
覆盖防尘网、铺设绿草皮的方法，都未
能取得理想效果。项目部集思广益，最
后决定采用播撒草籽的方法保持水土，
这样既有利于长久地美化环境，更有效
地控制了扬尘污染。

为了提高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员的安全文明施工意识，项目部制订了
安全文明施工检查制度，由项目班子成
员带队，对项目建设中的安全隐患和不
文明行为实行每日、每周、每月的例行
检查，通过反复检查，让项目团队时刻
绷紧安全的弦。项目部还开展了每周
一次的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活动，增强
现场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此外，由于
悦来滨江大桥工程施工中存在高空作
业环境，项目部对参与高空作业的工人
全部实行上岗前的“三高”体检排查和
上工前的血压测量，最大限度确保工人
的生命安全。这一系列的安全文明举
措，为项目部创建“重庆市建筑安全文
明工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冶建工在
安全文明施工方面树立起良好的企业
形象。

抗洪抢险，展现央企责任

2018年7月，持续大雨之下，嘉陵
江、长江江水暴涨，两江沿线多地水位
超警戒水位。这对悦来滨江大桥工程

项目的建设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如果洪
峰过境超过警戒水位，整个项目就可能
面临被淹甚至被毁的严重后果。

在接到相关部门关于洪峰即将到
来的通知后，项目部立即召开现场会，
成立抗洪抢险应急小组，组织人员转移
材料设备。由于无法估计洪峰过境的
准确时间，项目部在转移材料的过程
中，专门安排了一组测量人员24小时
实时观测水位，报告险情。项目现场负
责人梁涛涛回忆，由于事发突然，转移
材料设备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项目成
员全部参与到了转移材料设备的工作
中。项目经理和党支部书记各带一队
人日夜坚守，以防突发险情。在项目部
看来，转移材料设备，减少项目损失固
然重要，但人员生命安全才是重中之
重。因此，项目部在全体人员中反复强
调，一旦发现洪水险情，必须舍弃所有
材料设备，立即撤离现场，确保生命安
全。在防御洪水灾害的过程中，项目部
积极参与周边社区的治安维护工作，防
止周边居民群众受到洪水侵害。在悦
来滨江大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
始终坚持将工程建设与服务片区相结
合，在推进施工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
悦来片区的发展，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
责任。

作为一家立足重庆本土半个多世
纪的建筑施工企业，中冶建工始终坚持
积极投身重庆城市建设，将企业的命运
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悦来滨
江大桥工程的建设，将成为企业服务重
庆城市发展的又一新起点。由此出发，
中冶建工将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不断贡献新的
力量。

潘锋 毛浩箔

——中冶建工悦来滨江大桥工程项目纪实

打造桥梁纽带 助力悦来发展

悦来滨江大桥悦来滨江大桥

今年以来，国网酉阳供电公
司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工作要求，
依托行业优势，组织帮扶人员进
村入户实施精准帮扶、精准施
策，为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提供
了可靠的电力支撑。

为确保脱贫攻坚工作落到
实处，该公司成立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制定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派驻驻村“第一书记”，组织
公司 32 名中层干部先后进村
入户了解帮扶户家庭基本情
况、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存在的
困难以及帮扶项目需求情况，

宣传扶贫政策及安全用电常
识，进行教育、医疗等扶贫政策
及电力设施保护、用电安全等
常用知识的宣传指导。并根据
贫困户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因
户施策，制定精准帮扶措施，完
善“一户一策”，确保贫困户脱
贫帮扶有举措、有进展、有实
效。

同时，该公司还依托行业优
势，定期组织国网红岩共产党员
服务队进村入户开展安全用电
服务活动。定期开展配电网用
电测量，深入贫困户家中、田间

地头开展设备及线路缺陷排查，
对贫困户家中漏电保护器、进户
线以及贫困村农灌线路、变压器
等进行全面排查，为帮扶村生产
生活用电创造良好的环境。

截至7月31日，该公司累计
组织帮扶人员走访建档立卡贫
困户158户，为26户未脱贫户制
定完善了“一户一策”。组织检
修人员 30 余人次为该县池水
村、响水村、清溪村排查安全用
电隐患，有力保障了帮扶村和帮
扶户用电安全。

高明

酉阳供电：为脱贫攻坚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8]13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
开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8月1日9:00至
2018年8月20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8年8月
21日15：30（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www.ncggjy.com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编号

NC2018

让-3-6-3

地块名称

风嘴江北部组

团A-6分区

1/02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92390平方米

（138.58亩）

规划指标要求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230975平方米，容积率≤
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建

筑控制高度100米。公共服务设施：体育活动场、派

出所、社区服务站、公厕、垃圾回收站、开闭所。具体

规划指标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7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

地

出让年限（年）

商业40

居住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000

起始价

（万元）

34500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国家税
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消息，今年上
半年，重庆环境保护税纳税人申报
应纳税额2.06亿元，实际应纳税额
1.36亿元，减免税额6952万元。环
保税的征收和优惠政策的落实，促
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全市上半
年环保税减免税额占全部申报税款
的33.8%，说明企业治污减排力度
逐步加大，环境保护税的正向激励
机制作用正逐步发挥，鼓励节能减
排、引导绿色生产，改革效益已初步
显现。

据了解，环保税于今年1月正
式开征，其实质是“费改税”，即取消
企业排污费，改征环保税。与原排
污费相比，环保税增设了一档减税
优惠，即纳税人排污浓度值低于规
定排放标准30%的，减按75%征税。

环保税有效地发挥出对企业的
正向激励作用。以重庆兴发金冠化
工有限公司为例，环保税开征前，该
企业每年都要缴纳近70万元的排
污费。环保税开征后，该企业在
2018年上半年应缴纳环保税4.5万
元，享受优惠政策后实际缴纳2.9万
元，平均一个季度节约税费16万
元，降幅高达91.7%。

“我公司早在2015年国务院下
发环保税征求意见稿时，就先后从
国内外引进先进二氧化硫污染治理
设备和最新的节能减排工艺，提高
环保管控和污染治理水平。目前，
企业各项环保及消耗指标均领先国
内外同行，从根本上实现了提质增
效、产业升级、绿色发展。”重庆兴发
金冠化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道。

环境保护税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减排力度
上半年我市环保税减免税额占全部申报税款三成

本报讯 （记者 吴刚）近日
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关于改革调
整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及实施方
式的公告》显示，由重庆市质监局
建议取消的部分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 3C 认证目录在列。据初步统
计，全市纳入不再实施3C认证目
录的企业涉及29家，减负总额近
千万元。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是由一个
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和与之相关
的控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
设备进行电气和机械连接，用结构
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
合体。它被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目录。未经认证，企业的产品
不得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

不过，3C认证在确保产品安
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确实给企
业增加了负担。据统计，重庆现有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3C认证获证企
业 266 家，认证证书持有量 2011
张，平均证书持有量7.5张/家，获
证组织和证书数量均居全市各类

3C认证的第二位。加上认证过程
中需要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等，企业
每年涉及3C认证的费用动则几十
万元。

强制性产品认证由国家统一管
理，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决策和变
更权利。市质监局实地走访企业并
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国家认监委，分
析了当前低压成套开关设备行业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调整低压电器3C
认证目录、扩大认证产品单元覆盖
范围、优化企业分级评价规则等5
项具体建议，呼吁为低压成套设备
企业减负。这些建议最终被国家认
监委采纳。

这些被取消的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3C认证项目，主要包括建筑工地
用成套设备（ACS）、公用电网动力
配电成套装置纳入《不再实施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的产品清单》，低压
成套开关设备中的成套电力开关设
备、母线干线系统、配电板、低压成
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等纳入《适用
自我声明方式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
录》等。

我市推动部分3C认证取消8月1日，江津区江公享堂，新书《中
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亮相。

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