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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艺苑撷英”——勤学苦练作品
展演（三）
演出时间：7月27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涪陵大剧院

中国歌剧舞剧院丨大型民族舞
剧《孔子》
演出时间：7月31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680 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开心麻花话剧《旋转卡门》
演出时间：7月27/28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880
元
套票：280（180*2）/380（280*2）/580
（480*2）/780（680*2）/980（880*2）元

施光南大剧院

音乐剧《点心侠》
演出时间：7月30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30/280元

施光南大剧院第四届打开艺术
之门——意大利奇妙人声秀MEZ-
ZOTONO
演出时间：7月31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10/30/50/70/100元
套票：160（100*2）/210（100*3）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中国歌剧舞剧院丨大型民族舞
剧《孔子》
演出时间：7月27-29日 19∶30
演出票价：680/480/380/280/180/80元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进
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24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工业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逐步增多。上半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
增长。

黄利斌说，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我国工业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势
头。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有力推进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以钢铁行业为例，
今年前5个月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15
倍。水泥、平板玻璃以及化工等行业的
生产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工业供给
质量提升。目前，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
企业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分别达到了67.4%和48.4%。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
快于整体工业的增速。

黄利斌说，尽管我国工业运行呈现
不少亮点，但制造业处在产业链和价值
链中低端的现状没有改变，一些关键核
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的状况还没有得
到根本性解决，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基础
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工信部将加快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我国工业质量
效益稳步提升

据 新 华 社 武 汉 7 月 18 日 电
（记者 俞俭 梁建强）恽代英，原
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
昌。他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
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
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
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
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
部主任，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
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924 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
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
领导五卅运动，1926 年 5月被党
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
官。1927 年 1月，他到武汉主持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
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
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
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
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
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
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

府秘书长。
1928年底，恽代英到上海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
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
旗》。1929年 6月，他在中共六届
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
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
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
屈。1931年4月29日，他被杀害于
南京，年仅36岁。

恽代英：豪情满怀革命路 坚贞不屈永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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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广 州 7 月 24 日 电
（记者 徐弘毅）杨匏安，1896年11
月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1914年毕
业于广雅书院，1915年东渡日本横
滨求学。次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
乡，后在澳门当家庭教师。

1918年，杨匏安到广州时敏中
学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广东中华新
报》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后，杨匏安执笔写就的长文《马克思
主义》在该报连续刊登19次，率先
在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由此成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先驱之一。

1921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2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
东区委代理书记。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
召开，决定国共合作，杨匏安受派到
国民党中任职；1924年1月国民党
一大召开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秘书、代理部长，同年秋季任中共广
东区委监察委员。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后，杨匏安和邓中夏赴香港会同苏
兆征等发动省港大罢工。同年11
月，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
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26年1月，

在国民党二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
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
共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
1930年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 年 7 月，杨匏安因叛徒
告密被捕。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
降，都遭到杨匏安的严词拒绝。8
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
35岁。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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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陈俊伶）7月2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西
南地区最大的室内滑雪馆——际华
园室内滑雪馆即将完工，7月24日
开始进入降温、造雪阶段，预计将在
下个月开门营业。

重庆两江新区际华园室内滑雪
馆于2017年7月开工建设，全部采
用轻钢结构，总建筑面积达2.2万平
方米，属世界第四代室内滑雪馆，馆
内设有滑雪区、戏雪区、冰雪乐园等
多种功能分区，它既是重庆主城唯一
一家室内滑雪馆，也是西南地区最大
的室内滑雪馆，日容客量5000人次。

据介绍，该滑雪馆的冰雪区面

积达到1.3万平方米，全年保持零
下3℃到零下5℃的恒温环境。馆
内拥有一条专业滑道和一条初级滑
道，其中专业滑道长约140米，宽约
35米，落差高达21米；初级滑道长
约100米，宽约35米，适合初中级
滑雪爱好者练习。

据悉，重庆两江新区际华园系
世界500强、央企50优——新兴际
华集团的子公司际华集团出资组
建，2013年12月入驻两江新区，重
庆两江新区际华园总经理陈君介
绍，项目一期2014年5月开工，现
已投资20亿，目前已建成室内极限
运动中心、奥特莱斯时尚购物村、环
球美食中心。

西南最大室内滑雪馆下月在重庆开门营业

新兴产业发展迈入快车道、规模以
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改
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制造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步伐稳步推进。

技术改造向智能升级

刷脸进门，戴上 AR 眼镜开始工
作——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
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数
控加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AR眼镜可
以看到与现场实物按1比1比例构造的
三维模型，按照清晰的装配路径、装备顺
序，高效准确完成任务。

“这里的设备智能化改造后，都可以
相互通讯。整个生产单元实现了控制、
传感、检测的高度集成。”现场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人脸识别、人员定位、智能传
感等信息技术已融入生产的多个环节。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很多智能制造生
产车间里。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不
断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智能制造贯穿于
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成为
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已有较好

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虽然发展较快，

但整体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
有差距，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基础算法、
基础材料、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差距较大，
人才储备还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对中国制造而言，将制造优势与网
络化、智能化相叠加，形成数字时代新供
给能力是当务之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罗文说。

绿色制造培育新动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取
得长足进步，随之而来的大量资源能源
消耗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当
前，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努力向绿色
化转型，积极探索将绿色注入设计、生产
等各个环节，将“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资源节约”等作为发展目标。

“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既有利
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
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利于广大
人民群众的福祉。”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说，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到汽车
行业，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将绿色发展理念应用到生产的
多个环节。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
2015年至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
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约17%，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约19%。

专家指出，推进绿色制造要加快构
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培育发展新动
能，实现绿色增长。

创造拓展新空间

总部位于湖南浏阳的蓝思科技，凭
借多年来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
行研发投入，为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手机前后盖双面玻璃、全面屏、无线
充电、人脸识别等新功能或新设计，引领
了产品设计新的方向和趋势。”蓝思科技
副总裁刘曙光告诉记者，公司凭着创新研
发实现了突破，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空间。

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兴产业发展
迈入快车道。2015年至2017年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

于全部工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
尽管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但与世界

制造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
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
转化效率不高，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滞缓，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支出的比重远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要紧紧抓住创新驱动这个“牛鼻子”，
着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聚焦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移转化，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当前，一些制
造企业把人才培养、研发创新作为企业
发展的着力点。“企业发展到现在，我们
更加注重核心研发和IT人才的培养。”南
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中方
总经理陈弓说，公司研发人员队伍正不
断壮大，目前已有近400人，将为核心开
发能力提升和智能制造提供人才保证。

“随着新技术在船舶工业的突破性
发展以及应用，船舶建造的工艺水平、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将进一
步推动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沪东中华总
经理助理朱益民说。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安娜 张辛欣 张玉洁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智慧数控车间（7月5日摄）。

◀吉利汽车春晓制造基地流水线
（2016年12月16日摄）。

新华社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州分行

机构编码：B0018L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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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南滨大道1613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52833
成立日期：2007-12-26 发证日期：2018-06-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州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50010017
许可证流水号：65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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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南滨大道1613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52833
成立日期：2008-06-30 发证日期：2018-06-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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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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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丰都县平都东路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18S35002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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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
平都大道东段344、346号

邮编：408200 电话：023-72379738
成立日期：2008-06-26
发证日期：2018-06-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枣子岚垭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0000433
许可证流水号：65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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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枣子岚垭正街
120号第2层平街第一层右间
邮编：400010 电话：023-63820613
成立日期：2008-07-08
发证日期：2018-03-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中区新民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0000427
许可证流水号：65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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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
新民街3号“城市新锐”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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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监管局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
者 陈菲）记者24日从最高检获悉，
山东省检察院、长春市检察院已依法
介入“长生疫苗”事件。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长春
市人民检察院按照吉林省人民检察
院要求，7月23日依法成立专案组，

对“长生疫苗”事件开展调查。目前，
专案组已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引
导调查取证，做好依法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衔接；对“长生疫苗”损害公共利
益情况及相关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展
开调查。检察机关将积极配合国务
院调查组，依法做好相关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山东
省人民检察院7月24日决定，对长
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的百白破疫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
相关行政机关履职情况进行调查，并
积极配合国务院调查组，依法做好相
关工作。

山东省检察院、长春市检察院
已依法介入“长生疫苗”事件

新华社长春 7 月 24 日电 （记
者 段续）记者24日从吉林省纪委
监委了解到，吉林省纪委监委高度关
注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疫苗事件，要求对疫苗事件涉及到的
责任者依纪依法，依照工作职能坚决
查处，严肃追责。

目前，吉林省纪委监委已采取三
项措施抓紧工作：一是对反映长春长
生生物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
和信访举报进行梳理和调度；二是责
成驻省食药监局纪检组、长春市纪委

监委在查清事实基础上，厘清责任，
对省市食药监部门相关责任人失职
渎职问题，依纪依法严肃查处问责；
三是成立责任追究工作组，对长春长
生生物改制、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追责。

此前的23日，吉林省委召开常
委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
调，长春长生生物违法违规生产疫
苗行为，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必须
依法依规坚决严厉查处，在前阶段
工作的基础上，全力配合国务院调

查组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强化责
任加快推进案件调查，尽快查清事
实真相。

同时，要严肃追责问责，对不法
企业施以重拳、依法从严处理，对不
法分子坚决严惩，对监管失职渎职的
坚决严厉问责。不论涉及哪些企业、
哪些人都要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
息。此外还要举一反三，对全省疫苗
生产企业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彻查，
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及时公布调查进
展。

吉林依法从严查处长生疫苗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