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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重庆园感觉就像到了重庆一
样！”7月25日，北京世园会“重庆日”
活动在北京延庆区开幕，上合组织实业
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
基到重庆园参观时，对于展馆的布置给
予高度评价。

北京世园会于2019年4月28日
在北京开幕。此次“重庆日”活动由重
庆市贸促会牵头承办，以“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行千里·致广大”为主题，将持
续3天。

来自上合组织秘书处、肯尼亚、莱索
托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约200名中外嘉
宾应邀出席开幕式，通过非遗文化展示、
产业推介、项目签约等多项活动，充分展
示了重庆的山水自然之美、人文精神之
美、城乡特色之美以及产业素质之美，展
现了重庆直辖以来的发展成就和开放形
象，受到了众多嘉宾以及游客们的肯定。

重庆园里的重庆味

走进占地3000平方米的重庆园，
浓浓的巴渝风便扑面而来。

大门左侧的纤夫雕塑，展示着巴渝
儿女的奋斗精神；大门口一壁刻画着解

放碑、大礼堂、大剧院、三峡博物馆、轨
道交通、过江索道等重庆元素的城市形
象墙，展示着重庆现代化国际都市风貌
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度。走进园内，三
峡红叶植物展示区、珍稀植物展示区、
三峡湿地植物展示区、珍稀药用植物展
示区、渝派盆景展示区内的特色植物，
将园区装点得生机盎然；精心打造的吊
脚楼，高度还原了巴渝乡院建筑的特
色；一口用仿真食材制作的重庆火锅，
让人顿时食欲大开……站在园区内环
视四周，高低错落的景致更是将山城地
形特色展示得淋漓尽致。

“快看，这个吊脚楼蛮有特色的，真
漂亮。”“给我在这个火锅旁拍张照！”开
幕式当天，重庆园里迎来众多前来游览
的游客，他们不停用手机拍着照，还认
真研究着墙上张贴的文字介绍。“重庆
独特的景观一直很吸引我，这次也算是
小小地感受了一把，有机会一定要实地
去体验，还要尝尝正宗的重庆火锅！”游
客于女士笑着说。

非遗产品引游客驻足

开幕式当天的北京烈日当空，但依

旧挡不住游客们对重庆非遗表演以及
非遗产品的热情，在室外非遗展示区，
不少游客在此驻足、流连。

“这个梳子真好看，工艺很精良。”
在垫江翔龙角雕技艺展台，来自北京的
黎兴琴一边拿起展台上的梳子认真研
究，一边听非遗传承人龙正东介绍这项
技艺的相关知识。黎兴琴是一名初中
音乐教师，一直对重庆川江号子等文化
特别感兴趣，这次是从网上得知“重庆
日”活动后特意来到现场的，还刚好赶
上了纤夫表演，所以十分开心。

“以前在重庆参加过一次学习，期
间抽空到解放碑、磁器口、洪崖洞参观
过，重庆的景色以及当地人的热情、豪
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黎兴琴说
她今后有机会一定还要到重庆体验一
次深度游。

在大渡口堰兴剪纸展台，传承人
黄继琳正耐心地教杨正英老人一项入
门级技术——如何剪出一个“囍”字。

“对，就这样剪，不换手。”“这一块要全
部剪掉。”73岁的杨正英老人学得兴
趣勃勃，黄继琳教得也格外认真。一
分钟后，看到自己剪出的作品，老人开

心地像个孩子，忙举着“囍”字向大家
展示。

“我今天来逛世园会，经过这里时
就被这些漂亮的剪纸作品吸引了，她们
说可以教我，那我当然愿意学了！”杨正
英老人说她以前就对剪纸很感兴趣，若
今后有机会她还想挑战更难的作品。

在重庆园门口，舞龙、纤夫表演也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北京的刘
女士表示，自己曾到过几次重庆，这次
现场表演非常有重庆味道，让她有如临
其境的感觉。山西的马小姐说，表演非
常豪放、热情，也让她对重庆的文化产
生了兴趣，有机会一定要到重庆旅游。

经贸合作揽金近30亿元

世园会除了展示各个国家地区各
具特色的园林、园艺及文化外，也是经
济、科学技术交流的平台。

在“重庆日”开幕式上，重庆玖玖洪
海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星星套装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分别与老挝普西集
团独资有限公司以及5家房地产企业
签约，总签约金额近30亿元，涉及汽车
相关产业、套装门产业等领域。

世园会“重庆日”在北京开幕

3000平方米重庆园尽显巴渝风情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
王琦 傅双琪）国务院新闻办25日发
表的《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
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介绍，我国残疾
人组织得到充分发展。

白皮书说，中国残联是国家法律确
认、国务院批准的由残疾人及其亲友和
残疾人工作者组成的人民团体，它代表
残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
益；团结帮助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履
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承担政府委托的任
务，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截至
2018年，全国（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垦区外）共成立残联组织4.2万
个。中国残联领导盲人协会、聋人协
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等专门协
会。截至2018年，全国共建立省、地
（市）、县三级五类残疾人专门协会1.6
万个。

白皮书还介绍，我国残疾人事业财
政支持大幅增长。2013年至2017年
各级财政专门用于残疾人事业的资金
投入超过1800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
长123%。2018年已竣工残疾人服务
设施达到4069个。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平等、参与、共享：
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

我国残疾人组织得到充分发展

快读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月底在上海举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5日说，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7月30
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针对美国一些人鼓吹中美经济“脱钩”的言论，高峰表示，
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背双方企业意愿，违背两国人民福
祉，也会对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我国正研发时速400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余卫平表示，中国正在研发时速400公里可
变轨高速列车、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和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服务的京张
智能列车。余卫平介绍，在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非洲，标准轨道、宽轨、窄轨并
存，中国中车研发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将均可在这些轨道上运行，让洲
际旅行快起来。

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领袖鲍里斯·约翰逊24日接受女王授权组建新一届内
阁，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当天在白金汉宫，特雷莎·梅依照惯例向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卸任英国首相。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就美
有关人士近日发表公开信答记者问，并
表示，挑动中美对抗冲突不是美国社会
的主流民意，推动中美合作共赢才是顺
应民心之举。望美国内一些人摒弃零
和思维，多提倡合作、少鼓动对抗，多支
持共赢、少宣扬独霸。

有记者提问，近日，100多名美国
人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国
政府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中国的路线，
商务部对此有何评价？

新闻发言人表示，已注意到相关报
道。美国一些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联
署的这封所谓公开信，充斥着霸权思
想、冷战思维，诋毁、抹黑中国的内外政
策，鼓动中美经济脱钩，极力挑动中美
对抗、冲突，危言耸听，毫无依据。就在
上月底，百名美国政治、军事、工商、学
术和研究机构人士也发出了一封名为

“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
发言人说，从这两封信在两国媒体

和各界人士中引起的不同反响可以看
出，挑动中美对抗冲突不是美国社会的
主流民意，推动中美合作共赢才是顺应
民心之举。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
为，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2018年
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超过7500亿美
元，双向投资累计近2500亿美元，经贸
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中美经济高度融合，都是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
骨连筋。美国国内少数人鼓动要把两国
经济“脱钩”，不理智、不现实、不可行。

发言人表示，希望美国国内一些人
摒弃零和思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中
美经贸关系，停止对中方的抹黑和指
责，多提倡合作、少鼓动对抗；多支持共
赢、少宣扬独霸，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共同利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有关人士发表公开信答记者问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薛顺建 机构编码：000017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桂西大道政协八四厂综合楼C栋2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二段2号财富商务大

厦3楼部分
成立时期：2008年4月28日 邮政编码：408300 联系电话：023-74635539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
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银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垫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太辉 机构编码：000018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牡丹大道88号38幢2-6、2-7、2-8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二段2号财富商务大厦7楼
成立时期：2011年1月17日
邮政编码：408300
联系电话：023-74600806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

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
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临江营销服

务部
机构负责人：高龙启 机构编码：0000185001058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万安村六社房屋第二层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关码河小区龙祥苑一楼4-6号
成立时期：2012年11月12日
邮政编码：405408 联系电话：023-8593090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

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
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龙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350040011 许可证流水号：37552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龙路263号

负1-4财信·城市国际8幢吊1-商铺4
成立日期：2014-06-26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金科十年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0000029 许可证流水号：37453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街道

金科10年城D2幢商业1、2号
成立日期：2011-11-23 发证日期：2011-12-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前行的方向

土坪村位于酉阳东北的兴隆镇，
距县城80多公里，全村面积38.8平方
公里，下辖 15 个组 1220 户 3916 人，
建卡贫困户161户638人。截至2018
年底，全村尚有未脱贫困户 26 户 76
人，低保户106户239人。

2018年 1月，重庆移动酉阳分公
司先后派驻彭朝军、石敦炎、冉力3名
员工赶赴土坪村扶贫工作一线。3人
组成的扶贫工作队肩负重托与信任，
扎根在土坪的田间地头，奔走于土坪
的山野小道，在脱贫攻坚路上留下了
一串坚实而闪亮的脚印。

“三驾马车”动力强

扶贫工作队队长彭朝军是一名
2000年加入酉阳移动的老同志，曾先
后任渠道经理、客户经理、片区经理，多
次获酉阳移动“优秀个人”。2018年度
他获得酉阳移动“扶贫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并被酉阳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
村委第一支部书记”。多年在通信行业
一线的工作经验，他练就了超强的沟
通、应变和领导能力，在土坪村担任村
支书，为贫困户排忧解难，带领贫困户
脱贫致富。

队员石敦炎年近花甲，一直在酉
阳移动从事外勤作业。长年在外工作
的他，朴实厚道、吃苦耐劳，是单位公
认的“老黄牛”。

另一名队员冉力是一位女性，她
爱岗敬业，业务娴熟，以女性特有的爱
心和细致，投入到扶贫工作中。

土坪一组村民老张夫妻常年在外
务工，家中仅靠70多岁的父亲操持料
理，照顾着4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近年
来，家境差不多的邻居们都依靠政府
的好政策搬了家，只有张家人还住在
离公路3公里远的破房子里。老张嗜
酒，对于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既无心
也无力。

今年春节刚过的上班首日，工
作队三人便直奔张家。彭朝军、石
敦炎分别做老张和张父的工作，冉
力则负责和张妻以及孩子们沟通。

“你家七口人，政府补助共有8.4
万元，修房子的钱已经够了。免费住
新房子，你何乐不为？”“你爸思想开
明，身体也好，他帮你带娃，你少喝点
酒，好生挣钱，其实很容易生活就变好
了。”“早点搬出去，娃儿上学也方便，
左邻右舍还有个照应。”“你们外出打
工，我们可以请你哥帮忙，钱由他暂时
垫付，我们去做工作”……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经过几个小
时的耐心劝导，最终说服了老张。当

“戒酒，搬！”从老张口中说出时，一直
在旁的张妻备受感动。

一户一策倾情帮

驻村伊始，三人工作队便在第一

时间展开了对全村的细致走访，将每
家每户的基本情况登记在案，“一户
一案”制定扶贫策略。

贫困户老代住在该村 15组村民
小组一处偏僻的山坡上，工作队走了
近2公里山路才赶到他家，时间已接
近傍晚。

昏暗的灯光下，老代年过八旬、
身患多种慢性疾病的父亲佝偻着身
躯，勉强操持着家务，一旁坐着老代
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老代本人
则因在福建打工时脚部骨折，在兴隆
镇上治疗未归。

代家的情况令工作队唏嘘不已，
更激起了他们帮助贫困户摆脱困境
的决心。次日一大早，工作队便带着
米、油等物品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
再次来到代家，向刚刚回家的老代详
细了解家庭情况。下山后，大家又马
不停蹄地联系相关人员，当天晚上在
15组村民小组组长家中召开评议会，

就老代家的情况进行了专门交流，拟
定了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

胸怀担当促脱贫

肩扛责任，胸怀担当。在驻村扶
贫工作中，这支小小的工作队总是抓
住一切机会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推动脱贫攻坚
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今年 4 月中旬，工作队就土坪
村 8 组、9 组的几户居民危房改造
进度和质量进行核查，三人忙得顾
不上吃饭，检查结束已是下午 3 点
过。尽管早已饥肠辘辘，大家仍一
致决定先到附近贫困户刘显明家
中去看看。刘家的饮水安全问题
尚 未 解 决 ，一 直 让 工 作 队 牵 肠 挂
肚。

到刘家后，工作队发现饮水安全
问题虽然已经得到解决，但由于近期

连续干旱，又出现了断水的情况，刘
家人需要到一里地外去挑水喝。了
解到这一情况，工作队立即前往附近
另一处水源查看，与附近村民协商寻
求解决办法，帮助刘家就近用上干净
水源。三人来回奔波，不知不觉天已
黑尽。

众人拾柴火焰高，扶贫路上见
真情。2017 年至今，针对全县两个
深度贫困乡，重庆移动酉阳分公司
新建基站超过 70 个，新建宽带端口
8000 个，累计投资金额逾 2000 万
元。从 2018 年起，先后派出 39名扶
贫工作者帮扶兴隆镇土坪村、楠木
乡红旗村贫困户 183 户。在此期
间，多名扶贫工作者垫资援助帮扶
对象，及时解决贫困户的看病住院、
衣食住行问题，为贫困户家中留守
儿童辅导功课，力所能及地看护留
守老人，用心、用爱扎实开展扶贫工
作。 谢恒

三人扶贫工作队 脱贫攻坚显身手
重庆移动基层扶贫先进事迹系列之三

新华社酒泉 7 月 25 日电 （记
者 胡喆 李国利）2019 年 7 月 25
日 13时 0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组织发射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将

气球卫星和BP-1B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由中国民营
公司北京星际荣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研制，是一种采用垂直热发射方式
的四级小型固体商业运载火箭，箭体最
大直径1.4米，全长约20.8米，起飞重
量约31吨，500公里高度太阳同步轨

道运载能力约260公斤。此次发射的
气球卫星和BP-1B卫星分别由航天科
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理工
大学研制，入轨后将开展一系列技术验
证。

此次发射是该型火箭的首飞，也是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织的第3次民商
火箭发射。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25日，中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成
功实施首次入轨发射。此次成功，中国
商业航天领域实现哪些新突破？我国
商业航天领域正经历何种“成长烦
恼”？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百舸争流”，
我国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太空经济”红
利离大众还有多远？

中国火箭民企入轨发射
首次成功

此次发射的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
是中国火箭民企首次成功实施入轨发
射，并实现“一箭双星”。火箭采用三固
一液的四级串联构型，是截至目前中国
民营商业航天界起飞规模最大、运载能
力最强的运载火箭。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特聘教授
张晓敏表示，此次“入轨发射”具有里程
碑意义，表明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运载火
箭真正具备太空运送能力。

此前，我国火箭民企已获多项重大
技术突破。

民营火箭企业蓝箭航天空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天鹊”TQ-12液
氧甲烷发动机近日100%推力试车圆
满成功。同为民企的九州云箭（北京）
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首台全尺寸
涡轮泵介质试验今年也获成功，标志着
中国在火箭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领域取
得新突破。

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迅速发展。
截至2018年底，国内已注册的商业航
天公司已达百余家。2018年中国商业
航天领域融资额已接近36亿人民币，
较上年增长67%。

产业仍处“初创期”
低水平重复建设仍存在

“商业航天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有
专家表示，我国相关领域还处在“初创

期”。我国商业航天产业与全球领先企
业在“内力”方面仍存较大差距。

有专家透露，一些企业在发展思路
与方式上也存在问题。中国科学院空
天飞行科技中心主任杨毅强说，存在个
别企业热衷于纯概念炒作、击鼓传花式
资本炒作，有的甚至借商业航天之名，
变相跑马圈地，行房地产之实。也有企
业被资本利益“捆绑”，反复进行低层次
低水平建设，导致技术创新困难，陷入
僵局。

“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必须避免盲
目扩张与低水平重复。”杨毅强说。

降低成本、加速立法、强化
创新助力发展“太空经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部部
长张兆勇认为，商业航天是培育太空经
济的重要手段。

日前，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有关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
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旨在“引导商业
航天规范有序发展，促进商业运载火箭
技术创新”。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政策
为产业爬坡过坎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商
业航天发展依旧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企业发射实务
中，作为发射人的火箭企业除了要为客
户提供火箭定制、生产、发射、测控服务
外，还需要承担协调发射场及空域安全
等服务内容。“这就好比要求一家运输
公司，不但要为客人运货，还必须得修
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一位企业人士
说，“企业负担太重”。此外，发射保险
费用承担方式不合理问题也备受关注。

航天加工程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刘雨霏认为，产业具体问题的背后是
诸如市场化程度不够，立法存在缺失，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她建议，应
尽早出台航天法，通过建立航天基本法
治框架，明确部门职责，统筹各方资源，
并依法建立健全商业航天市场准入退
出、安全监管等各项重要机制。

张兆勇说，随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
不断壮大，全社会将越来越多地享受太
空活动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便
利。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有企业成功发射火箭，有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
——新突破之后，我国商业航天如何“飞”得更高？

新华社记者 胡喆 盖博铭 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