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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假期，我市接待境内外游客
944.5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3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2.6%、26.7%。有业内
人士认为，“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是我
市旅游市场红红火火的助推剂。

红岩联线、钓鱼城、大足石刻等不仅
是我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我市著
名的风景区。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这些
历史文化遗存是如何挖掘其文化底蕴，又
是如何进行推广的，重庆日报记者日前进
行了走访。

一条线路
串起重庆红色文化之魂

“上半年，红岩联线共接待观众513.7
万人次，今年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红
岩联线党委书记朱军介绍，红岩联线运行
十几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红岩联线如今
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
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代管），拥
有54处文物遗址。而成立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之前，各纪念馆各自为政，在吸引游
客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对于红岩联线的成功，有专家分析其
“秘诀”在于把多个景点连成了一条线路，
克服了各景点布局分散的缺点，也最大程
度满足了游客对重庆红色旅游资源的观
赏需求。

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正大力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为支
撑的研学旅行和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载
体的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三峡文物游、红色
景区游、石刻游等文化文物旅游经典品牌。

内外兼修
历史文化遗存焕发新生

重庆市旅游数据中心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7 年，我市接待境内外游客
54230.21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308.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8%和

25.06%。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市各历史
文化景区也更加重视提档升级。

朱军介绍，红岩革命纪念馆改扩建及
出入口改造项目是目前红岩联线打造升
级版的重点。红岩革命纪念馆馆舍已有
近20年历史，展馆条件已经不能满足展
览需求，展馆周围环境也有较大提升空
间。“我们已经与国内3家著名设计团队
就改扩建项目进行商谈，前期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地开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红岩革命纪念
馆基本陈列“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
局历史陈列展”的改陈工作已基本完成，
将于9月3日对游客开放。而合川钓鱼
城也全面启动了申报世遗和国家5A级
景区创建工作，除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外，还开展了《基于全球视野下钓鱼城遗

址遗产价值的研究》等十大课题研究，从
军事学、历史文化、现代价值等多方面、多
角度、深层次研究钓鱼城遗址，为其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

“申遗成功后，钓鱼城将成为重庆的
又一块金字招牌，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游
客前来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
家瑶说。

文艺作品
扩大历史文化遗存影响力

“小孙子常和我讨论小说《红岩》里的
情节，我们的重庆之行首站就来到这里。”
7月21日，正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的
广州游客陆利南对记者说。

“红岩联线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
地，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吸引参观者。”朱

军介绍，不仅是小说《红岩》，还有川剧《江
姐》、话剧《幸存者》等舞台艺术作品，红岩
联线联合重庆演艺集团等单位拍摄的《重
庆谈判》，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计划
8月28日开机，争取明年在央视一套黄金
时段播出，为国庆70周年献礼。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通过影视
剧、舞台艺术，甚至新媒体的形式深度挖
掘历史文化内涵、推广历史文化景区的例
子，在我市并不少见。

比如，合川正准备筹拍《钓鱼城》电视
剧，以全面展现钓鱼城的历史。大足石刻
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也表示，大足石刻今
年启动的“四百工程”就包含了百集微视
频展播，这些微视频都是采用新媒体手
段，结合动漫等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方式，
向世界讲述大足石刻的故事。

文旅融合让历史文化遗存更具魅力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宗华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行芩）7月2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血液中心获悉，近
日，市人大机关、市卫生计生委、市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在高温天气
下先后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上百
名干部职工纷纷挽起袖子带头无
偿献血，以实际行动贯彻新修订的
《重庆市献血条例》。

活动当天，市人大机关、市卫
生计生委门口的流动献血车旁人
头攒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献血
者有序地进行登记、填表、验血、献
血。

虽然天气很热，但献血的人仍
排起了长队。活动中，市人大科教
文卫委主任委员皮晓青还从激励
群众共同参与、惠民措施、完善采
供血应急保障机制、严格血液采集
规程等几个方面对新修订《重庆市
献血条例》进行了深度解读。

“受近日高温影响，献血者大
幅减少，导致中心血液库存下降，
尤其是A型及O型红细胞出现库
存紧张，仅能保障急诊、抢救用
血。”市血液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此
次团体献血对用血有一定缓解，不
过仍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希望
能有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
伍中来。

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带头无偿献血

无 偿 献 血 进 行 时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日
前，市教科院联合渝中区山城老年
大学、渝中区社区教育学院等单
位，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平
坝村开展了城乡老年人“手拉手—
夕阳红”精神文化扶贫活动。活动
包括文化传授、访贫问苦、才艺展
示等，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更
多的教育支援。

据了解，此次活动于7月15
日至18日举行，20多位来自主城
区的老人走访了30多位农村贫困
老年人，与他们进行“话家常”式的
互动交流和文化传授等。17日

晚，城乡两地老年人还联袂举行了
“手拉手—夕阳红”精神文化扶贫
主题才艺展示暨篝火晚会，舞蹈
《摆手欢歌》《春暖花开》，古埙演奏
《追梦》《月光下的凤尾竹》……这
场民族特色鲜明、城乡文化有机融
合的文化盛宴，吸引了300多名村
民前来观看。

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副所
长谭绍华介绍说：这次扶贫活动
契合了石柱打造康养目的地的产
业发展思路，有利于城乡老年教
育互动融合发展，助力贫困地区
精准扶贫加速提质。

市教科院在石柱开展文化扶贫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
讯员 刘辉）7月24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梁平区文化委获悉，8月4
日至5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山灯戏全新力作《好人邓平寿》
将代表我市赴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会演，为观众再现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原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
寿的感人事迹。

今年5月，由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的2018年全国基层院
团戏曲会演参演作品名单揭晓，我
市梁平区梁山灯戏剧团创作选送
的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成功入
选，将于8月4日和5日晚在梅兰
芳大剧院参加会演。此次会演，全
国共有32台大戏和8台小戏组合
入选，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不仅
是重庆唯一入选剧目，也是梁山灯
戏首次赴京演出。

日前，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委
召集梁平区相关部门及主创团队

在市文化委召开协调会，了解演出
准备情况，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要
求《好人邓平寿》主创团队高度重
视，全力以赴，精心做好剧目修改
打磨和赴京演出各项准备工作，保
证取得最佳演出效果。

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导演
胡明克为国家一级导演，对北京观
众的欣赏水准他有深刻认知，他介
绍说：“北京是观众集中、专家集中
的地方，地方剧种赴京演出，不论
对演员还是对剧目而言都是重要
的提升路径。”他希望团队成员再
接再厉，争取让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

近日来，胡明克正指导演员们
熟悉剧本修改部分以及对白，与大
家探讨演出场景细节。演员们正
开展分场排练，对每场戏的唱腔、
动作和表情进行精打细磨，力争把
最好的演出献给北京观众，为重庆
争光。

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
下月将代表重庆赴京演出

7月22日晚，第五届新加坡国际合唱比赛揭晓答案，我市曾家岩小学
天使合唱团荣获大奖赛A1组别国际金奖。

新加坡国际合唱比赛是世界合唱界近年来重大赛事之一，今年吸引
了来自20多个国家共60多个合唱团参赛。

图为7月24日，在重庆江北机场T3A航站楼，曾家岩小学天使合唱
团的孩子们为前来迎接的老师、家长献唱获奖歌曲。

记者 汤艳娟 张锦辉 摄影报道

渝中区曾家岩小学天使合唱团

荣获新加坡国际合唱比赛金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行芩）近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璧山区妇幼
保健院与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学术主
任团队签订合作协议，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的学术主任团队将定期在璧
山区妇幼保健院坐诊、教学查房等，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据了解，此次合作是继2016
年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与璧山区妇
幼保健院签订技术指导合作协议

之后的又一次合作。按照协议，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将派驻学术主任
团队到璧山区妇幼保健院，团队由
一名主任医师带队，带领3-5名
副主任医师，就医疗、教学、科研、
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

“这些专家会每个月固定时间
到璧山坐诊、示范性查房等。”重医
附属儿童医院副书记符州介绍，通
过合作，旨在助推区县妇幼保健院
的发展，让群众能就近就医。

儿童医院专家每月定期坐诊璧山

加强重庆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系列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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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渝中
区法院设立了我市首个保险纠纷专业审
判团队，该团队将集中审理保险纠纷案
件，让保险纠纷案件的审理更加“集约

化、专业化、规范化”，审判质量不断提升。
全市首个保险纠纷专业审判团队

由两名员额法官、两名法官助理、两名
书记员，即“2+2+2”的人员模式构成，

其中员额法官具备五年以上一线审判
工作经验、法官助理具备二年以上一线
审判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
职业素质。同时，保险纠纷审判团队审

书人员实行定期轮岗制度。
团队将进一步加强与保险机构的诉

调对接机制，建立相对固定的案件送达、
庭前调解、开庭审理、判后履行等机制；
和保险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开展诉调对
接，建立与保险机构和保险行业协会的
沟通协商机制，定期开展与保险机构、保
险行业协会的交流，收集保险机构、行
业协会反映的问题，提出对保险机构的
工作建议，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重庆首个保险纠纷专业审判团队成立
保险纠纷案件的审理更加“集约化、专业化、规范化”

案例一：车祸发生
后，没及时报警和通知保
险公司被拒赔

2016年7月26日晚上近12点，
邓先生驾驶轿车至渝北区水晶郦城负
一楼车库时，车子撞到车库墙上，导
致车辆保险杠、引擎盖、水箱等受损。

事故发生后，邓先生没有立即
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到现场，
而是自己返回了家中。直到事发后
的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邓先生才
通知保险公司，随后才报警。

保险公司以邓先生在交通事故
后，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案发现
场为由，做出不予赔偿的决定。邓
先生不服，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
庭。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了
邓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
“邓先生作为驾驶员，应当知道在

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报警
或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处理，同时本案
中也并不存在撤离现场的紧迫性，但
其选择离开事故现场返回家中，直到
事发8小时后才通知保险公司，其在
事故发生时的状态，如是否存在酒
驾、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情形已无

法查明。”渝中区法院金融审判庭副
庭长王娟说，因此，保险公司有权依
照免责条款对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
损失予以拒赔，符合双方签订的保
险合同中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情形。

案例二：发生事故时
车辆无行驶证，保险公司
该不该赔

王先生于2015年3月31日为
自己的奔驰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
车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等商业保险，
同时购买了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
保险期限为2015年 5月 5日起至
2016年5月4日止。

2016年3月12日，经王先生允
许的驾驶人许某某驾驶该奔驰车前
往綦江，途中撞到了巴南收费站客
货分道标志牌立柱，造成车辆与路
产受损的交通事故。驾驶员许某某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王先生向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认为，本次
事故发生时，奔驰车行驶证因其他
违法行为已被交警部门扣押，根据
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可据此
免赔。故不同意赔偿王先生的车损
及其他损失。

王先生一气之下将保险公司告
上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
偿车辆维修损失费18.9万余元。法
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保

险公司以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
行驶证因其他违法行为已被交警部
门扣押的免赔理由是否成立。”王娟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法院审理后认
为，关于保险公司辩称奔驰车在发
生事故时，车辆行驶证已被交警部
门扣押，不具有合法有效的行驶证，
符合免赔的情形，保险公司并未举
示相应证据证明其答辩意见，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中
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赔情形，保
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三：发生意外伤
害，保险公司却不认“意
外”，怎么办

重庆某建筑特种专业工程公司
为马某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团体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短期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保险期间内，马某
某在公司项目工地上发生意外伤
害，造成马某某重度智力障碍属2

级伤残，四肢瘫属4级伤残的保险
事故。

事后，马某某请求保险公司赔
偿，而保险公司却以是否属于意外
伤害无法确定为由未予赔偿。马某
某诉至渝中区法院，请求判决保险
公司给付保险赔偿金62万元。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给付
马某某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54
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2万元，共计
56万元。

法官点评：
在本案中，马某某举示了证据

材料证明保险关系成立、保险事故
发生经过，已经履行了初步举证义
务，而保险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
用以反驳马某某的证明目的，更未
提交证据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不属
于意外伤害，故法院认定保险事故
属实。

“一般情况下，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仅需要提供其所能提
供的证据材料，还原基本事故过程，
排除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和推理逻辑
的可能，即可视为完成了初步举证
义务，保险公司如果认为不属于约
定的责任范围，则应承担相应的举
证义务。”王娟说。

（记者 黄乔 采写）

保
险
纠
纷
案
件
典
型
案
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黄金海岸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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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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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003S350020002
许可证流水号：3759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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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二段58号
金科黄金海岸1号楼1-11、12号

成立日期：1992-12-15 发证日期：2015-08-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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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

7月25日12：00－2018年8月14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

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

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工业类

序号

G18036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组
团D分区D20-
1/01号宗地

用途

一类工业
用地

产业类别

电子设备制
造业

土地面积
（㎡）

672891.1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70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32000

出让价款起
始价（万元）

16957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
分局《关于两江新区鱼嘴组团C6-4/01地
块等5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
江函〔2017〕143号）。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7月
22日，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在合
川区举行，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80余
名专家，以“国际视野下的钓鱼城遗址历
史与价值”为题，围绕钓鱼城考古、突出普
遍价值、军事研究等方面展开学术讨论，
为钓鱼城申遗支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
虽然钓鱼城遗址已于2012年被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但申遗竞争

非常激烈，“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实行新
的‘限额制’，每年每个国家可以申报的遗
产数量最多1项，但预备名录中的遗产地
多达60余项。”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钓鱼城
遗址进行了9次长达13年的考古发掘，
遗址保存现状较为乐观。”安家瑶建议，
钓鱼城遗址应注重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在遗址地上新建建筑、景观等要慎之
又慎，不能贸然拍板，这是申遗成功的重
要要素。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表示，钓
鱼城遗址新的历史、考古研究成果，要尽
快整理、发表和出版，为申遗提供坚强有
力的学术支撑。据了解，2015年合川钓
鱼城正式启动申遗工作以来，已经基本完
成了《钓鱼城遗址申遗文本》，目前正在精
心打磨。

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举行

80余名专家为钓鱼城申遗支招

相关链接>>>

据市血液中心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6 月，有不少社会团体
组织人员进行集体献血，包括重庆
市卫生计生委、重庆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局、重庆市中医院、潼南区
卫生计生委、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
务局、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公司、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财经职业学

院、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电子
工程职业学院、重庆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科技学
院、重庆理工大学、四川外国语大
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等，共有
5037人累计献血1518720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