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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
婷）7月14日，西南大学发布
消息，在韩国浦项举行的
2018年世界大学生跆拳道锦
标赛上，代表中国大学生出战
的西南大学跆拳道队5名女
队员，勇夺女子团体冠军。这
是中国代表队收获此次赛事
的第6块金牌。

中国代表队主教练、西南
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李兵介绍，

本次比赛的团体赛采用的是
五人制比赛，每人按照抽签顺
序各与对手打一局，最后以五
局总分判定胜负。西南大学
女子团体决赛的对手是尼泊
尔队，最后48∶21力压对手，
获得冠军。至此，代表中国出
战此次世界大学生跆拳道锦
标赛的西南大学队，以6金2
银1铜的优异成绩，完成了此
次跆拳道锦标赛之旅。

西南大学跆拳道队夺世界大学生
跆拳道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4 日
电 （记者 王君宝）14日，
渝齐合作共建重庆冰球队见
面会在齐齐哈尔市举行。见
面会上，齐齐哈尔市冰球二队
正式与重庆市签约，将代表重
庆市参加2020年第十四届全
国冬运会。

重庆市地处我国南方，现
有冰球俱乐部规模较小、人才
基础薄弱，齐齐哈尔市冰球专
业二队有30名球员，最小的

15岁，最大的19岁，专业技
术水平比较成熟，人才储备较
为完善。

齐齐哈尔市冰球二队签
约重庆市，业内人士认为，两
个城市共建组成的重庆冰球
队，将有助于重庆市建立专业
的青少年冰球队，培养冰球人
才，帮助冰雪运动普及。

据悉，新组建的冰球队除备
战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
外，也将参加全国冰球锦标赛。

渝齐合作共建重庆冰球队

本报讯 （记者 黄琪
奥）7月14日，作为我市2018
年“全民健身日”暨“全民健身
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8年重庆市避暑纳凉
之地全民健身启动仪式暨“万

盛千里健身步道”系列健身跑
（黑山段）活动在万盛举行。
700名市民汇聚于此，感受全
民健身的快乐。据了解，此次
避暑纳凉之地全民健身活动
由市体育局和市旅发委主办。

2018年重庆市避暑纳凉之地
全民健身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
婷）7 月 14 日，市教育考试
院发布消息，今年我市高考
艺术类和体育类首次实行

“平行志愿”。目前艺术提
前批、本科批A段和体育类
提前批已完成录取，运行情
况良好。今年艺体类高校
在渝整体招生计划为 7769
名，预计实际录取将超过
7900人。

据了解，此前，我市艺术
和体育类招生均实行顺序志
愿。该志愿模式导致考生填
报风险高、博弈成分重。因
此，今年我市艺体类招生首次
实行平行志愿。

根据目前志愿填报和录
取情况看，艺术提前批、本科
批A段和体育类提前批无论
从填报志愿数以及志愿满额
率来看，都比以往有大幅增
加。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比如艺术类在实行顺
序志愿时，每个考生最多可填
报3个院校顺序志愿，而实行
平行志愿后，每个考生可填报
9个院校平行志愿，每个院校
志愿下还可填报6个专业志
愿。

此外，实行平行志愿后，
每个艺体类考生均依据相应
类别的排序规则计分投档，高
校严格依据相应类别的录取
规则进行录取，进一步保障了
招生的公平公正。

据悉，2018年艺体类高
校在渝整体招生计划为7769
名，预计实际录取将超过
7900人。艺术类本科批B段
和体育类高职专科批于14日
启动录取，考生可及时登录市
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
www.cqksy.cn 和重庆市招
考 信 息 网 ：http：//www.
cqzk.com.cn，查询有关录取
信息。

今年重庆高考艺体类招生
首次实行“平行志愿”

西南大学跆拳道队在世界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夺女子
团体冠军。 （西南大学供图）

西南大学跆拳道队夺世界大学生
跆拳道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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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2∶0英格兰

夺季军
7月14日，比利时队

球员穆尼耶（前）在比赛
中射门得分。

当日，在圣彼得堡进
行的 2018 俄罗斯世界杯
足球赛三四名决赛中，比
利时队以 2∶0 胜英格兰
队，夺得世界杯季军。

新华社发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一般技术性

内容修改公告

序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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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西永组团Ah29、Ah30、Ah31、Ah32地块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江北区观音桥M分区M01-5/02、M03-1/05地块控规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观音桥组团IMH标准分区I15-5、M06-2、

H07-1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李家沱组团D标准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0-

4/04、D10-5/04等地块（其龙路工程）一般技术性内容规划修

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沙坪坝区

江北区

江北区

巴南区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重庆市规划局沙坪坝分局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龙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

月23日

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

月23日

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

月23日

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

月23日

公示地点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5211133

67635380

67608423

66227071

“因为预计美国将与几乎其他所有国
家发生长期贸易战，全球股市跌入恐慌”

“美国政府的贸易行动和已经公布的意
图，预示未来更广泛的混乱”。随着美国
对世界开火的劲头越来越足，恐慌情绪在
全球市场四处弥漫。

白宫以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制造
“恐怖陷阱”，肆意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
链，这丝毫不意味着美国有独霸天下的实
力，更不是什么值得窃喜甚至炫耀的事
情。人们注意到，美国国内的焦虑情绪在
不断滋长。《华盛顿邮报》等有影响力的媒
体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73%的受访者担
心贸易战伤及自身。

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是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发达国家利益实现
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延长了技术领先的
跨国公司依靠相对落后或者标准化了的

技术来赚取利润的时间，也为这些公司新
技术的研发应用腾出空间，间接分担了研
发成本。在当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
分工体系中，技术外溢的最大受益者是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国政府从来
没有强制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给中国
企业，即使有技术转移的情况，也是合资
企业之间正常、平等的商业契约行为，中
国企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对价。2017年
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高达286
亿美元，美国继续保持最大的支付对象地
位。美国政府以“强制技术转让”为由威
胁对中国采取相应制裁和限制措施不仅
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十分恶劣的示范效
应。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正常国际贸易
投资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项基本的
发展权利。

美国单方面把国内法延伸到国际事

务中，动辄制裁别国，并要求其他国家的
企业也必须服从美国国内法，使正常开
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业务的各国企业暴露
在巨大风险中，随时可能遭受美国制
裁。事实一再证明，美国判定一家企业
是否违法以及实施何种制裁的标准往往
夹带政治目的，毫无合理性、客观性、公
正性可言。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搅乱了国
际经贸秩序，对各国企业都是一个巨大
的威胁。

基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投资布
局，是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也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规律。然而，本届美国政府不惜滥用

“卖国者”标签，以“威胁加税”等方式反复施
压，要求跨国企业回流美国。这种对跨国公
司的恐吓与胁迫，粗暴干预了企业的正常商
业决策，扭曲和破坏着全球市场经济。

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紧密联系、深度交

融的分工格局，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相互
合作，构成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
链。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对贸易伙伴加征
关税，实际是对全球产业链上所有国家的
企业征税，也包括在贸易伙伴国开展经营
活动的美资企业。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
垒的增加将减缓新技术的扩散，导致全球
生产率和投资下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
链如同世界经济的经脉，一旦发生混乱甚
至断裂，世界经济无疑会元气大伤，恢复
进程将十分缓慢。

白宫通过打压正常技术外溢、滥用长
臂管辖、对跨国公司进行政治勒索等行径
制造的“恐怖陷阱”，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给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蒙上浓厚
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白宫掀起
的这股反全球化逆流危害性的认识在不
断加深。击退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打赢当
前这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
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是对世界各
国企业和人民共同利益的维护，也是对加
快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的
有力推动。

（人民日报7月15日评论员文章 新
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恐怖陷阱”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7月10日，荣
昌“木匠教授”何夕瑞制琴五十周年“三圆琴”

“钟鼎琴”专场演奏赏析会在荣昌举行，数十
名国内著名音乐演奏家用何夕瑞制作的提琴
登台演出，向在场观众奉上了一份美妙动听
的音乐大餐。

何夕瑞今年73岁，年轻时是荣昌区一家
企业的木匠。他50年前就开始制琴，立志制
作出中国人自己的优质提琴。历经几十年坚
持不懈的学习、探索，先后成功发明了“三圆
琴”“钟鼎琴”“渝派何氏古琴”等。

在何夕瑞发明的这些琴当中，能完美展
现高中低音的“三圆琴”，填补了当时中国民族
乐器无低音的空白。除了造型、用材独特外，

“三圆琴”与传统小提琴不同之处还在于，其侧
板一边厚一边薄，这是将高音做薄、低音做厚，
让高音更集中，显得清澈透明，同时增大了低
音共鸣，听上去浑厚有力。“何氏三圆琴”的高

品质，得到了弦乐器制作领域专业人士的公
认。2003年9月，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将一
纸聘书送到何夕瑞手中，聘请已跻身中国著名
制琴师之列的他为提琴制作专业教授。

10日这台特殊的演奏会由重庆市文联、
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重庆市文艺志愿者协会
主办，是专门向“木匠教授”何夕瑞制琴五十
周年致敬的一台高水平器乐演奏盛会。重庆
日报记者在演奏会现场看到，天津交响乐团
大提琴演奏家、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河
北大学艺术学院大提琴专业教师等先后登
台，用何夕瑞制作的“三圆琴”“钟鼎琴”演奏
《鸿雁》《庆丰收》《天鹅》等经典曲目，赢得观
众阵阵热烈掌声。

一场为“木匠教授”举办的特殊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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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7月14日电 错落有致的农家
别墅，整洁蜿蜒的乡间小路，生机勃发的茶园苗
圃，温和富足的田间农民……行走在浙江安吉县
黄杜村，仿佛置身一幅典型的江南农耕图。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多年来，黄杜村
党员带领群众不懈奋斗种植安吉白茶，蹚出了一

条以茶富农、以茶兴业的脱贫致富道路。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先富起

来的黄杜村饮水思源、为党分忧，正培育1500万
株安吉白茶“扶贫苗”，送往火热的脱贫攻坚战役
一线。

今年4月，黄杜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
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吃水不忘挖井
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话讲得很好。增强饮
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
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安吉白茶奔向扶贫一线
——浙江黄杜村农民党员先富帮后富向贫困地区捐赠“扶贫苗”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为党分忧
安吉白茶奔向扶贫一线

一份承诺
向贫困地区捐赠1500万株“扶贫苗”

党员探路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