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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育中：累得声音都沙哑了

7月15日上午11点多，骄阳似火。
重庆日报记者在合川钓鱼城鼓楼社

区临江路上看到，街道党工委书记徐育
中和大家一起冲洗淤泥，这时接到了另
外一个社区的电话。

“徐书记，我们这个地段淤泥太深，
环卫洒水车奈不何，怎么办？”

“好，我马上到现场来看。”接到报告
后，徐育中马上赶到另外一个点，并联系
了推土机到现场支援。

街道工作人员说，这几天，徐书记遭
累惨了！

钓鱼城街道的辖区，是合川城区最
低的地段，这里最先遭洪水淹没，也是合
川城区最重要的防汛抗洪区域。

几天来，徐育中几乎走遍了滨江沿
线每个旮旮旯旯和辖区所有的低洼地
方，连续几天没睡个囫囵觉，实在困了累
了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洪水退去后，徐育中又和干部群众
一道，穿起筒靴，一会儿拿起推耙推淤
泥，一会儿拿起大扫帚借助消防车冲洗
的水使劲清扫。因为事情太多，安排调
度说话较多，徐育中的声音变得沙哑低

沉，他自己调侃说，现在已经是半个哑巴
了……

秦毓东：用手掏水沟的照片
上了朋友圈

在合川抗洪抢险人的朋友圈中，有
这样一张照片，一个人身穿环卫背心，半
身伏在街边打开盖板泥水四溢的水沟
里，用手在掏水沟。水沟上面，是一大把
枯树枝。

这个人叫秦毓东，今年64岁，是巨佳
公司的环卫工人。他作业的地方是合川
合阳街道青龙街，因为洪水刚刚消退，卡
在水篦子里的草和树枝太多，工具无法
作业，老秦就干脆爬在地上，用手一把一
把地掏。

时间是15日早晨9时许。
路过的人看到老秦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就拿出手机拍照。
旁边清淤的同事说：“老秦，抬起头

来，有人给你拍照。”
老秦边忙边说：“拍啥子，脸都花起

的。”
重庆日报记者在15日中午采访秦毓

东时，他正在另外一条街上冲洗路面。
他说：“不算啥子，水退了，就赶紧把

街道搞干净，把下水道疏通，环卫工人就
是干这些的。”

说完，他又抱起水枪干起来。

任永红颜艳夫妻：被洪水
牢牢“钉”在岗位上

7月15日下午4点，重庆日报记者在
合川区水文站，见到了站长颜艳，她正在
和同事一起观察水位标尺。

记者好奇地问，怎么样？
她说：“好多了，从前几天的最高点

209米，已经回到现在的201.6米了。从
天气预报和水文监测经验来看，未来两
天，水势会维持平稳，不会有太大的波
动。”

颜艳和丈夫任永红都在水利系统工
作，丈夫在水利质监站当站长，两口子一
个忙测汛报汛，一个忙水利工程巡查监
测。用颜艳自己的话来讲，两口子五行
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水，都是水命，一
辈子围着水在打转。

两口子这几天连轴转，一心扑在工
作上，没时间回家，就把小学放假的儿子
扔在家里，由年迈的老人临时照看。

儿子对此有些生气，几次打电话发
出“最后通牒”：再不回来，他就不理他
们了。但这“最后通牒”，似乎不起作
用。

他们两口子，就这样被洪水牢牢地
“钉”在岗位上，洪水不退，警报不解除，
他们就继续坚守。

当然，在抗洪抢险中放弃休假、放弃
休息的不仅仅是他们，而是合川区所有
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出水才看“两腿泥”
——合川区抗洪抢险的人和事

本报记者 蔡正奋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
庆日报记者7月15日从市防指了
解到，本轮长江洪峰已顺利进入三
峡库区。在通过重庆主城后，一路
奔流而下，目前正陆续通过三峡库
区重庆沿江区县，沿江区县正严阵
以待，迎战此次洪峰。

长江上游水文局和市水文局
监测数据显示，长寿站于7月14日
14 时 50 分出现洪峰，洪峰水位
170.77米，涨幅9.66米；涪陵清溪
场站于7月 15日 4时 5分出现洪
峰，洪峰水位162.11米，涨幅7.11
米；截至记者发稿为止（15日19时
30 分），此轮长江洪峰正在通过忠
县，还未到达万州。

面对汛情，沿江区县正做好准
备，严阵以待。由于江水流速猛

增，洪水夹杂着竹竿枝木、杂草、生
活垃圾等漂浮物顺江而下，冲击航
标，给库区航道安全畅通造成影
响。万州航道部门出动多艘航道
工作船24小时值守抗洪第一线，加
大航道现场维护力度，并根据水位
变化调整航标。而洪水带来的垃
圾也明显增多，7月15日，长江万
州段水流河道中间，出现了平时少
有的漂浮垃圾带，当地组织清漂队
伍及时打捞，仅15日当天，万州江
面打捞垃圾量便超过了百吨。

在巫山县，江水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增长。但据巫山相关部门介
绍，巫山属于库区，由三峡大坝工程
调节，加上江面宽阔，水位上涨不如
主城明显。目前，巫山各级部门正
严阵以待，应对洪峰到来。

长江洪峰已顺利进入三峡库区
正通过重庆沿江各区县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
日报记者7月15日从市防指获悉，
目前，我市长江、嘉陵江、涪江持续
退水，现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近两
日主要江河站点也无重大水情预
报。经分析研判，市防指决定于7
月15日16时解除江河洪水Ⅱ级预
警并结束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进入

后期处置阶段。
在进入后期处置阶段后，市防

指要求各有关区县及防指成员单位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全力恢复灾区
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做好受灾群众
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防止次生灾
害尤其是疫病的发生，确保灾区社
会稳定，人心安定。

市防指解除江河洪水Ⅱ级预警
并结束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7月15日8点多，洪峰过境云阳，长江云阳航道处工作人员清理航标
垃圾，排除险情，确保航道畅通。

通讯员 刘兴敏 摄

秦毓东在清掏下水道里的树枝秦毓东在清掏下水道里的树枝。。
（（合川区抗洪抢险指挥部供图合川区抗洪抢险指挥部供图））

“向新而行”的比亚迪汽车，近日
正式推出了豪华科技双旗舰SUV——
全新一代唐。6月26日的上市发布会
上，该车携燃油、双模双箭齐发，其中，
燃油车型售价从12.99万元至16.99万
元，DM 双模车型综合补贴后售价
23.99万元至32.99万元。据悉，全新
一代唐进行了颠覆式的产品进化，堪
称树立了中国品牌的价值标杆，有望
成为比亚迪又一爆款车型。

平台化造车

比亚迪以技术创新为底蕴、以品
牌向上为使命，率先推出了覆盖纯电、
双模、燃油三大动力系统的“全擎全动
力”平台，共享研发设计、生产工艺、智
能科技、品质控制等多项国际化领先
造车成果。

在这一全新平台下诞生的全新一
代唐，实现了新平台、新设计、新体验、
新智联、新安全和新智造六大颠覆式

产品进化，以不输百万级豪车的豪华
质感，为中国品牌树立了价值标杆。
其中，全新一代唐（燃油）采用“2.0TI+
6AT”动力组合，为驾驶者带来高效、
平顺、稳健的驾控感受；全新一代唐
DM（双模）采用第三代 DM 技术，

“542”科技再升级，带来更平顺、更强

劲、更经济的新出行体验；在这一平台
上还将诞生一款全新一代唐EV（纯
电）版车型，其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超过
500公里，百公里加速时间在4.5秒以
内，堪称纯电车型新标杆，该车将于
2018年底推出，值得期待。此外，比亚
迪还将在e购平台推出一款百公里加
速时间仅4.3秒的智联创世版车型。

颠覆式进化

全新一代唐由国际设计大师沃尔
夫冈·艾格以Dragon Face全新设计语
言倾心雕琢，具有工艺品级的豪华科技
质感。庄重的龙脸造型、全LED线性交
互式车灯以及横向环抱的内饰布局，处
处彰显其独特魅力。底盘调校则是由
著名的底盘专家汉斯·柯克领衔打造的
SEA豪华底盘平台技术，采用铝合金材
质，底盘重量减轻27%，辅以图书馆级
NVH静谧工程，带来了更加舒适稳健

的驾享体验。据悉，在现有7座版本之
外，全新一代唐还将规划5座版本，以满
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在智能互联方面，全新一代唐所搭
载的DiLink智能网联系统，包含Di平
台、Di云、Di生态和Di开放四大模块，
全面连接人-车-社会-生活，造就了全
新一代唐“高智商、高情商”的智慧大
脑，并使其成为“可自进化的汽车”。全
新一代唐还搭载14.6英寸智能自动旋
转悬浮Pad，尺寸大、性能强；手机、车机
100%兼容生态，还可调用车内摄像头
开启微信视频通话。比亚迪这一车联
网开发平台，演绎了无限进化可能，成
为引领行业的移动车辆管家，使得这款
汽车变得更智能、更安全、更便捷。

在安全配置方面，全新一代唐坐拥
顶级主、被动安全科技及领先的电池保
护技术，志在带来“驾乘者+行人”的双重
安全防护。ADAS智能安全驾驶辅助系
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LCB高刚性
轻量化安全车身，高强度钢材使用率高
达63%，配合轻量化材质的应用，可谓刚
柔并济。同时，无忧的电池保护技术，让
新能源出行更加安心。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得益于全球一流供应链体系加持，全
新一代唐历经多重严苛电池测试、-
30℃~45℃的极寒/酷热两极测试、累计
200万公里道路测试等诸多“炼狱”级的
考验，让整车品质360度无死角。

全能型爆款

全新一代唐集比亚迪前沿科技之
大成，打破了中国汽车品牌价格和性

能的天花板。同时，全新一代唐的多
样选择，不仅能实现市场层面“多点爆
破”，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化
的购车选择——无论是喜欢速度与激
情，还是热爱节能与环保，消费者都能
在全新一代唐上得到满足。可以说，
全新一代唐三种不同动力车型各司其
职又紧密相联，将助力比亚迪在多个
细分SUV市场攻城略地。在“全擎全
动力”平台优势的加持下，重新定义中
国车的全新一代唐，爆款潜质已然锋
芒毕露。

在渠道终端，进入2018年，比亚

迪以全面升级的迪粉汇平台和全新形
象旗舰店为纽带，打造了“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的新零售渠道模式，强势驱
动全新一代唐以中国旗舰之势冉冉升
起。

向新而行，是比亚迪汽车的全新
品牌主张。作为“向新而行”的重磅力
作，以“国际化”、“电动化”、“智能网
联”为核心打造的全新一代唐，将以强
大实力印证比亚迪是“造车实力派中
的新势力”这一行业论断，由此实现中
国品牌天花板的向上突破。

许淇

全擎全动力 比亚迪全新一代唐集聚势能打造爆款

全新一代唐DM“盛唐臻享+”计划

臻享至尊礼

臻享寰游礼

臻享装备礼

臻享金融礼

臻享焕新礼

臻享贵宾礼

臻享环保礼

臻享质保礼

九大国际机场贵宾专属免费泊车礼遇

到店试驾瓜分亿元旅游代金券，购车更有机会参与伦敦行体验现代足球之旅
（9月20日前购车）

最高可享价值超2万元赛车级高性能装备升级礼遇（9月1日前购车）

首付低至15%或最高30期零息

置换享最高10000元补贴

比亚迪唐车主置换全新一代唐DM，可尊享一年SVIP贵宾专属服务（12月31
日前购车）

赠送专属充电桩，充电无忧，驾控随心

享6年或15万公里超长质保，电芯终身保修

全新一代唐（燃油）“盛唐臻享+”计划

臻享至尊礼

臻享寰游礼

臻享装备礼
臻享金融礼
臻享焕新礼
臻享质保礼

九大国际机场贵宾专属免费泊车礼遇
到店试驾瓜分亿元旅游代金券，购车更有机会参与伦敦行体验现代足球之旅
（9月20日前购车）
最高可享价值超5000元马牌轮胎升级礼遇（9月1日前购车）
最高24期零息
置换享最高6000元补贴
享4年10万公里超长质保

▶7 月 15 日，蓝天白
云下的大佛寺长江大桥。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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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行芩）7月17日是初伏
首日，离三伏天越近，天气也越热。
7月15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
三天，我市大部仍将持续多云到晴
的晴热天气，全市最高气温更是将
在17日直冲40℃。

实况监测显示，15日白天，全
市各地以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由
于持续的晴热天气，全市大部最高
气温超过了35℃，主城、北碚、江
津、彭水、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开
州、巫溪10个地区的最高气温更是
超过了37℃，开州最热，最高气温
达38.6℃。中午12时50分，气象
台发出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随着三伏天的来临，天气将继
续持续高温。具体来看，15日夜间
到16日白天，西部偏西局地和东北
部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
余地区多云间晴，午后有分散雷阵
雨，大部地区气温24～39℃，城口
及东南部22～35℃，主城区晴间多
云，28～38℃；16日夜间到17日白
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
雨，大部地区气温24～39℃，城口
及东南部23～36℃，主城区晴间多
云，28～38℃，17日夜间到18日白
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
雨，大部地区气温24～40℃，城口
及东南部23～37℃，主城区晴间多
云，28～39℃。

明日入伏 气温将冲40℃

7月15日，高温下的
重庆迎来了令人心旷神怡
的“重庆蓝”，湛蓝的天空
中飘着朵朵白云，抬头一
看，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美
景。

““重庆蓝重庆蓝””
美出新高度美出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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