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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9日同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互致贺电，庆祝中菲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菲律宾是友好邻邦，传统友
谊源远流长。建交45年来，中菲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
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福祉，为地区稳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菲两国都处在发展关键时期，合作前景广
阔。我高度重视中菲关系发展，愿同杜特尔特总统一道努力，

推动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对菲律宾
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感同身受，愿同菲方携手努力、共克时艰。

杜特尔特在贺电中表示，菲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情绵
延千年。1975年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当前世
界安全和稳定持续面临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
胁日益凸显，进一步强化菲中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菲方视
中方为亲密邻邦和重要伙伴，愿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互利合
作原则，不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促进两国的和平、发展
和繁荣。

就中菲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互致贺电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星婷）6月9日，
重庆大学发布消息，该校完成了6层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房屋的上百次地震模拟试验。
这幢仅用1.2至1.8毫米薄壁型钢修建的6
层房屋，在经历8级罕遇双向（横向和纵向）

“地震”后没有垮塌。这标志着，重庆大学在
世界上首次建成尺寸最大、承受地震烈度最
高的足尺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模型。

本次试验由该校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
红和石宇教授带领团队进行。此前，世界上
只有美国进行过6层冷弯薄壁钢结构建筑的
单向地震波振动台试验。重庆大学此次试
验成功，攻克了多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建筑
的防震技术，将极大推动这一绿色建筑在中
国的发展与应用。

据了解，重庆大学团队在两年前开始尝
试6层足尺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台试

验。在该校土木工程学院振动台实验室里，
一幢模拟真实建筑大小，高16.2米、6层的冷
弯薄壁型装配式钢结构房屋，通过型钢梁底
座与地下的模拟地震振动台相连。今年5月
22日至6月4日期间，团队利用上述设备，对
这幢房屋进行了包括汶川波在内的上百次
模拟地震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即使经受双向8级罕遇
地震波的冲击，房屋除墙板出现一些裂纹、
螺钉出现一些倾斜外，其整体结构依然保持
稳定。

“所谓‘冷弯’，是一种可在常温下对钢
板进行随意弯折的技术。”周绪红介绍，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则是先由工厂加工制作钢龙
骨等基本构件，然后在现场像搭积木一样用
螺栓等连接构件造房。这幢冷弯薄壁型装
配式钢结构房屋，柱子的钢板厚度只有1.2

毫米，梁的钢板厚度是1.8毫米，“其用钢量
低、自重轻，在生产和安装过程中对环境污
染少，是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的一种绿色建
筑。”

周绪红表示，房屋楼层越高，越需要防
震、防火。怎样让这幢房屋达到防8级罕遇
地震的效果？秘诀在于两面钢板剪力墙。

“剪力墙属于承重墙的一种，不仅能承
受和传递竖向荷载，还能抵抗水平荷载。”石
宇介绍，团队历时两年，最后为这幢房屋设
计了“双保险”剪力墙：一是在墙体钢板的两
面分别蒙上钢板加强支撑，二是把钢板夹到
墙体中间加固。这两种剪力墙可以分别承
受来自横向和纵向的水平荷载，从而形成可
抗8级罕遇地震的抗侧力体系。

下一步，团队计划将试验做到15-18层
的同类建筑，并将挑战更高的地震级数。

这幢房屋经受8级双向“地震”没垮塌
重庆大学完成世界首个6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台试验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6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启动评
议市人民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评议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张轩在动员部署会暨情况汇报会上作动员讲话。

会议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学普、周旬、杜黎明、张定宇、夏祖相、王越出席会议。副市长
陆克华汇报了相关工作情况。评议工作组成员、市级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评议工作的专家组成员到会。各区县（自治
县）人大常委会、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
在分会场就座。

张轩指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碧水保卫战是必须啃
下的一块硬骨头。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
肩负着保护好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历史重任。要深刻认识、
准确把握这次评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加强
对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实施监督和对政府水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监督，通过评议促进政府和相关部门精准、科
学、依法治污，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张轩要求，在评议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用法治
思维、法治方式来开展人大监督，增强监督的刚性和实效，
坚持监督和支持相统一。要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坚持问题
导向，带着问题做调查，把基础数据弄清楚，把关键症结找
出来，把深层原因搞明白，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要慎终
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按照“减少程序、不减内容”“减
少形式、不减质量”的工作原则，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要注
重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专家的重要作用，按
照工作计划和方案部署，落实责任，形成合力，确保评议工
作顺利完成。

张轩在市人大常委会评议市政府
水污染防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指出

落实责任 形成合力
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6月8日，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工人
师傅准备拆装6层实验房屋。该校建成可抗
双向8级地震的6层钢结构“房屋”试验成功，
为世界首次！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造”国产
化计算机实现了“零的突破”！6月9日，我
市首台从芯片、操作系统到主板等核心元器
件全部实现国产化生产的“天玥”计算机成
功下线，这标志着重庆市在国产自主信息技
术领域迈上了新的台阶。

当天下线的“天玥”计算机共有4种型
号、9种产品，分为通用和专用两个大类，由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706所（下称

“706所”）自主研发，委托重庆机电集团下属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计公
司”）进行生产。

706所副所长申世光介绍，“天玥”计算
机的最大特点是国产自主可控，其采用国产
处理器，可适配国产固件和操作系统并搭配
国产办公软件，能够实现产品从硬件到软件
的自主研发、生产、升级等全程可控。同时，

“天玥”硬件功能性能强，既具备高速图形图
像处理能力，也拥有完备的应用软件支持功
能。

“具备全域环境适应能力和完善的试验
测试体系，是‘天玥’独有的两个优势。”申世
光表示，在研发中，706所采用了抗恶劣环
境设计技术，让“天玥”计算机能够满足在高
寒、高湿、高海拔及其他供电不稳定地区等
不同环境下的使用要求。同时，706所拥有
国防科技工业信创计算机软硬件适配技术
创新中心、国防科技工业网络安全创新中心
等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能够为“天玥”提供
全程、全域测试验证条件，以此保障产品质
量稳定可靠。

此次同步投产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国
产化计算机重庆制造基地，由706所联合
西计公司共同建设。西计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孙洪旗表示，西计公司将在该基地
投资1亿元进行三期建设，一期以多品种
柔性化生产为主，二期以智能化、数字化大
规模生产为主，三期以软硬件开发及软件
适配为主，最终形成年产50万台计算机的
产能，立足重庆、辐射全国，并通过“一带一
路”走出国门，让“重庆造”国产化计算机服
务国内外市场。

（相关报道见3版）

“重庆造”首台国产化计算机“天玥”下线
从芯片、操作系统到主板等核心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生产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陶冶 周文冲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
峡。40年前，一部在长江三峡重庆
段取景拍摄的电影《等到满山红叶
时》风靡大江南北，三峡红叶的形象
深植于一代人心中。

如今，百里瞿塘峡、巫峡两岸，不
仅年年有红叶，更处处有绿意。一个
生态美、百姓富、文化兴的三峡重庆
库区，正向世界展示新发展理念的实
践成果。

从“红叶年年似彩霞”
到“两岸青山相对出”

初夏时节的三峡重庆库区，一江
碧水，两岸青山。

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桂花村
陡峭的山坡上，村民正在对今年新种
的6000多亩黄栌进行管护。

黄栌是三峡红叶的主要树种。
每到深秋时节，黄栌叶子变红，长江
两岸层林尽染，呈现出峡江红叶的独
特美景，观赏期长达3个多月。

近年来，三峡重庆库区各区县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在长江两岸启动了以红叶树种为主
的新一轮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每年种
树4万多亩，既修复长江两岸生态，
也让三峡红叶更集中连片。

三峡地区是我国石漠化治理重
点区域之一，土地瘠薄、坡度大、不保
水，每年夏季还要受到川东伏旱高温
的影响，要把树种活绝非易事。

为了种树，当地林业部门着实下
了一番功夫。爆破、钻探的工具齐上
阵，还用上“土办法”。巫山县林业局
生态修复科科长周厚林告诉记者，经
过多年摸索，巫山总结出了自己的

“种树经”：“一个大窝、一袋土壤、一
把肥料、一根水管。”

最近两年，巫山县投入5亿多元，完成营造林任务54万
多亩，将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40%左右提升到60%，获评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过去只有秋冬的红叶有看头，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两岸青山相对出’的美景。”巫山县委书记
李春奎说。

念好“山字经”的不仅是巫山，瞿塘峡所在的奉节县也以
“管住山头、守好源头”的干劲，让“青山依旧、猿声再现”。

近年来，奉节县全面启动补植补绿工作，开展关闭矿山、
植被恢复和石漠化综合治理，补齐长江两岸、高速沿线、城镇
周边“绿化天窗”。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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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在重庆市首台国产化计算机下线仪式现场，嘉宾正在体验“天玥”国产计算
机。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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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实施人行道完善提升工作

年内建示范道300公里
整治人行道50万平方米

3版刊登

重庆2-3年内完成20余万户
老旧小区供电设施改造

6版刊登

重庆构筑
食品安全管理“四梁八柱”

6月9日,大足区龙水镇桥亭村穗源养殖
合作社，养殖户正在渔塘水面采摘藤藤菜。
据了解，合作社采用“鱼菜共生技术”，即水
面种蔬菜，水中养鱼，所种蔬菜解决了鱼塘
水质氧化问题，鱼粪又为蔬菜提供了充足养
分，不仅一水双收，而且还实现了养殖尾水
零排放的生态养殖目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鱼菜共生
一水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