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 读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核电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我国核电标准化工作。《意见》明确，到
2019年，形成自主统一的、与我国核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加强我国核电标准化工作

➡韩国统一部9日宣布，韩朝双方将于本月13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
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磋商《板门店宣言》履行方案。

韩国政府宣布韩朝高级别会谈
下周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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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10天，微博话题“回望归鸿”阅
读量近3000万，徐悲鸿之子、徐悲鸿纪
念馆馆长徐庆平现场导赏的网络直播观
看量突破50万，到展览现场观展的观众
突破6万人次。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徐悲鸿
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回望归鸿——徐
悲鸿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自 7 月
31 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以
来，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火爆的景象？
市民和专家学者观看展览后有何感
受？8 月 9 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
行了走访。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徐悲鸿抗战时期经典作品首次在渝
集中亮相，不仅吸引了不少重庆市民，还
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国内外的艺术爱好

者。《巴人汲水图》《六骏图》《泰戈尔
像》……一幅幅闪耀中国美术史的画作
吸引观众驻足观赏、沉思。

“《奔马图》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画中
的马具有强烈的立体感，站在画作前，可
以感受到马奔驰而来。”市民陈擘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8月3日，她带着8岁的儿
子到展厅观看展览，一幅幅创作于抗战
时期的画作让她大饱眼福，她也被画作
中传达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观
展算是接受了一次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
教育，对自己和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宝贵
的精神食粮。”她说。

市民杨玉红说，展出的作品有很多
是在重庆创作的，重庆人看到这些作品
有特别的亲切感。“展厅入口处陈列的巨
幅画作《会师东京》把我带到了那个风云
巨变的年代——几只狮子脚踏富士山，
目光锐利。空中风云翻卷，向远方漫延
开去，增加了画面的延伸感和厚重感，整

幅画气势磅礴，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
心。”她说，看一次根本不够，有空还要去
观赏。

近距离观赏大师精品

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重庆
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熊少华表示，徐
悲鸿的画作把西洋画的造型和中国画
的笔墨气韵完美结合，画作内在却是
中国画的品格。他说，站在徐悲鸿的
《奔马图》前，仿佛看到一位大义凛然
的君子，“部分画家画飞禽走兽大部分
只是画得像，而徐悲鸿是用拟人的手
法，传达出他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
念。”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屈波表示，
《泰戈尔像》等徐悲鸿代表作此前都只
能从画册上观赏，这次站在原作面前，
对于专业观众来说，画展为他们提供了

近距离观赏原作的契机；对于普通观众
来说，徐悲鸿也是他们心中熟悉的艺术
大师之一，展览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

成都时代悲鸿文化中心负责人陈竹
说：“此次展览展出的画作都是抗战主
题，画作体现出深邃的思想，且众多作品
创作于重庆，展览如此火爆是必然！”

展览带火文创产品销售

展览的火爆还带火了文创产品销
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本次展览，该馆开发了一系列文
创衍生品，如挎包、夏布复制画、手机壳
等，同样受到了观众欢迎。“这个手机壳
上印有《奔马图》，太有艺术气息了，我购
买了5个，送给亲朋好友。”来自湖南的
游客孙菲菲开心地说。

据悉，展览免费展出至10月31日。

微博话题阅读量近3000万、网络直播观看量50万、现场观众6万人次——

徐悲鸿抗战作品展引发观展热潮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7月31日，“回望归鸿——徐悲鸿抗战时期
绘画作品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不少
市民慕名前来一睹大师真迹。

记者 齐岚森 摄

据新华社长沙8月9日电 （记
者 谭畅）陈奇，1904年生，湖南桂
东人。1921年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
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学运、工
运，被推选为湖南学联的领导成员。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奇
和学联的几个领导人一起，发动衡
阳市的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并
向各县、市学生发出宣言，声援上海
人民的正义斗争。同年秋，他进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6年，陈奇被派回桂东组建
中共桂东支部，任书记。1927年他
以省委特派员身份，领导桂东农民
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的连党代
表。1928年，陈奇任中共桂东县委
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边
区游击队大队长，参与开辟湘赣边
游击根据地。

1929年 4月，陈奇任红5军5
纵队2大队党代表，8月随军挺进鄂
东南，同年 12 月策应大冶起义。
1930年 6月任红 8军 4纵队司令
员，7月率部过长江，任行动委员会
书记，统一指挥4、5纵队，领导开辟
蕲（春）黄（梅）广（济）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同年10月任红15军政治委
员，奉命与军长蔡申熙率部转战到
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奇不

忘通过家信安慰父母——“革命的
道路可以断然走通”“一旦革命成
功，双亲和村邻群众，定是永世幸福
的”。

陈奇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
建设，建立和健全党团组织，加强党
的领导。在每个连队成立士兵委员
会，发扬军内民主。为提高部队的
文化水平，连队每个班设识字班长，
每天负责教战士识字，读红军小
报。军部还组成一个特务连，除担
负作战任务外，在部队行军、宿营中
负责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1931年1月起，陈奇任红4军
第10师政治委员、第13师政治委
员、第12师34团团长、第10师师
长。期间，他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左
倾错误，不计较职位高低，英勇驰骋
沙场，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二、第
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陈奇以身殉职，时年
28岁。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陈奇 革命道路可断然走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8月8日说，因今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在英
国中毒事件，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诺尔特称，“美国8月6日认定俄罗斯
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生化武器”。声
明说，相关制裁将于8月22日前后生效。声明未说明具体制裁内容。

据新华社

美国务院称将因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对俄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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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支行

债务人

四川盛豪房地产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人

四川盛豪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刘明贵陈碧英
熊军明袁素琼
颜如意钟成碧

本金

316899435.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和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特此联合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8年8月10日

附：
单位：元公告清单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机构编码：G0001B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5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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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街1号

邮政编码：400023

电 话：023－67858000

成立日期：1999-03-15

发证日期：2018-07-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
准，由原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变更为国家
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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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救援结束

救援人员从事故煤矿井口内走出（8月8日摄）。
8月8日晚，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梓木戛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中

的9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但均已无生命体征。事故现场抢险救援基本
结束，死亡人数升至13人。

8月6日21时10分左右，梓木戛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贵州盘州梓木戛煤矿事故

徐悲鸿作品《会师东京》。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