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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保护老建
筑，现在动动手指就能出一份力。9月5
日，“发现重庆老建筑”颁奖仪式在市地理
信息中心举行，获奖的81名市民通过一
款名为“发现重庆老建筑”的微信小程序，
上传历史超过30年的老建筑照片和地理
位置，为保护重庆历史建筑助了力。

据悉，该小程序去年5月正式上线，
目前已经收集到360多条老建筑信息。
南川区王家祠堂、万州区柱山一小、江津
区中山镇鱼湾村瓦屋头庄园等老建筑都
因此获得专家团队的关注，并有望在考察
合格后进入重庆市历史建筑名录。

南岸区市民张旸，通过微信小程序成
功提供了一条身边的老建筑线索：重庆交
通科研设计有限公司办公用房。

“听父母说，办公用房在我出生时就
已建好，算起来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
它外观素雅，结构设计依山就势，我觉得
可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张旸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

日前，根据张旸上传的数张不同角度
的建筑照片，市地理信息中心专业人员到
现场进行走访，得出结论：该建筑修建于
1976年，主要职能为办公，见证了重庆交
通科研设计公司近40年的发展历程，是
重庆办公建筑发展、山地建筑空间特色演
变的历史见证及城市风貌的重要景观。

得知消息，张旸非常开心。她表示，
今后要向身边的更多人介绍这个方便的
小程序，发动大家一起参与到老建筑保护
中。

“我们希望充分发挥群众力量，最大
限度挖掘历史建筑线索。”市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保护好散落于重庆各地的
老建筑，除传统的区县政府填报线索、老
旧片区筛查等途径外，市地理信息中心还
开发了微信小程序。

目前，从区县报送、老旧片区筛查、小
程序等途径总共获取老建筑线索3000多
条，已筛选出600多条线索分批进行现场

核实。
位于渝北区金刚村石狮社区的彭家

大院，就是市地理信息中心工程师周湖森
进行老旧片区筛查时发现的。大院背山
面水，是典型的巴渝土木结构建筑，木门
窗上有精美的雕花，富于历史韵味。

经专家评测，彭家大院修建于19世
纪初，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建筑布
局与家具陈设等展现了清末传统巴渝居
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具有较重要的历史文
化价值。

“在老旧片区筛查历史建筑的过程

中，我们还运用了大数据技术。”市地理信
息中心地理调查设计所副所长何宗表示，
为避免“大海捞针”，市地理信息中心提前
运用时空大数据库，对重庆相关地理、建
筑信息进行挖掘，发现了上千条有价值的
线索，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了方向。

“随手拍”助力保护重庆历史建筑
81名市民上传老建筑照片提供有价值线索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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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9月5日电 （记
者 李浩）“太爷爷的英雄事迹一直
影响着我，他是我们的骄傲，同时，我
们也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
神。”革命烈士王泰吉的曾孙王争红
说。

王泰吉，1906年生，陕西省临潼
县北田镇（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
道）尖角村人。1924年5月考入广
州黄埔军校第1期，离开西安前曾吟
诗怀志：“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
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年？！”王泰吉
到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
年冬，王泰吉被派到驻河南开封的国
民2军学兵营任排长，他在所在连队
组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
会”，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成员达40
余人。

1926年王泰吉转入陕军甄寿珊
部教导团任营长，从事兵运工作，并
介绍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泰诚秘
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王泰吉的骑兵团移驻
至陕西耀县后，他找到老同学何寓
础，帮助自己寻找党的组织，并向
党组织汇报率领全团起义的想
法。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
王泰吉率骑兵团2000余人在耀县
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任总司令，并恢复党组织关系。后
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
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
游击队会合。8月，任中国工农红
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
指挥，率部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
城，在毛家沟门战斗中以少胜多，

使部队转危为安，粉碎了敌军的
“围剿”。

同年11月，陕甘边特委、临时总
指挥部党委决定，将所属部队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王泰
吉任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武
装力量，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
兵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
捕。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
施，威逼利诱，王泰吉都未失共产党
员的气节，还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
了豪气干云的诗句：“几经奋起几颠
沛，愧无良平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
事，瞑目庆祝红旗飞。”王泰吉在知道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恳切地对杨虎
城部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能为
全国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3月3
日，王泰吉被秘密杀害于西安西华门

“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院内，年仅
28岁。

耀县起义领导者王泰吉：

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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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9 月 5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中国登山协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武隆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2018第十五届中国武隆国际

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2018中国山地
户外运动系列赛）将于9月15日-20日
在武隆区举行。赛事以健康中国、山水
重庆、美丽武隆为主题，在6天的比赛
时间里，来自全世界一流的户外运动队

将在11个比赛项目进行角逐。
据介绍，本届大赛共分为揭幕赛和

正式比赛。其中，揭幕赛将于9月 17
日举行，比赛项目包括山地自行车、越
野跑、骑跑交替、背高架等，线路总长约
20公里。正式比赛时间为9月18日-
20 日，比赛项目包括越野跑、速降、
GPS定向、山地车、皮划艇等，线路总长
约230公里。据悉，本届赛事总奖金为
20万美元。

2018第十五届中国武隆
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9月15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周雨）9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蔡家镇第二届

“吃新”文化旅游节获悉，该镇茅湾村
刘成洋在返乡创业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已带动该村发展起16家农家乐，
成为全村“吃新点”最集中的区域。

“吃新”也称“尝新”，是蔡家镇一
带由来已久的习俗。每年收割完稻谷
后，当地农户就用檑子檑出糙米，用碓
窝舂出清香的白米，举行“吃新”仪式，
庆祝丰收。去年起，蔡家镇将其作为

一项固定节会，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2016年11月，在杭州务工的刘

成洋返乡创业，与另外9名返乡农民
工一起众筹100万元，成立齐富旅游
开发公司。该公司带领村民一起发
展农业与旅游业。

2016年全村的农家乐数量由零
家增加到今年的16家，占蔡家镇全
镇42个“吃新点”总量的1/3以上。

据了解，该镇本届“吃新”活动将
一直持续到10月底。

江津蔡家镇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一个返乡农民工带出16家农家乐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5日，市
慈善总会2018“中华慈善日”捐赠活动
举行，73家爱心单位和个人上台举牌捐
赠6.09亿元。

据了解，2017 年 1月至 2018 年 6
月，市慈善总会市本级筹募款物 8.53
亿元（含争取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捐赠
4.44 亿元），慈善救助活动支出款物

8.21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近 50 万人
次。

在捐赠活动中，73家爱心单位和个
人举牌捐赠达6.09亿元，其中10947万
元主要用于资助全市贫困区县产业发
展；32583万元主要用于资助全市贫困
区县医疗卫生事业；8941万元主要用于
资助全市贫困区县教育事业；8484万元

主要用于资助全市贫困地区的济困、助
残、环保等公益项目。

当日，市慈善总会还启动了资助主
城社区困难群众的慈善项目“社区阳光
基金”。“社区阳光基金”主要针对社区困
难群众因遭遇意外变故进行救急难。每
个社区阳光基金总规模不低于50万元，
其中市慈善总会捐赠30万元，并动员社
区有条件、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士众筹善
款善物，构建互帮互助的和谐社区环
境。据了解，“社区阳光基金”首期试点
将在主城九区及两江新区的16个社区
开展。

重庆市慈善总会2018“中华慈善日”捐赠活动举行

73家爱心单位和个人捐赠6.09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记
者 姬烨 汪涌）5日上午，北京冬
奥组委和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启动全国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冬奥
吉祥物”主题活动。

在位于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
的发布会现场，北京冬奥会组委秘书长
韩子荣与嘉宾及小学生代表共同启动
了冬奥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我心中的
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的H5程序。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活动，一是
通过官方网站吉祥物征集专栏，向教
师提供可下载的教学课件，为教师开
展教学工作提供参考；二是通过官方

微信公众号吉祥物专栏，以短视频课
程、图片游戏、互动游戏形式向中小
学生推广普及冬奥知识，并通过该平
台提交吉祥物创意方案照片。同时，
为增强线上活动吸引力，北京冬奥组
委还将采用抽奖方式，为线上参与者
提供冬奥定制邮封。

线下活动，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学
生参与到设计吉祥物创意方案的活动
中，通过美术课、主题班队会等形式，传
播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冬奥知识，征集
吉祥物创意方案。并以省市为单位，分
别向北京冬奥组委吉祥物设计征集办
公室推荐100件学生优秀作品和6个
优秀活动、教学案例参与评选。

全国中小学生将参与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9月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药学院
贺耘教授及其团队研发出新型抗生素，对
灭杀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
超级病菌MRSA都有很好的效果。4日，
这一科研成果在线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据了解，这种新型抗生素包括阿波霉
素δ1，δ2和ε三种物质。“我们历时5年终

于实现了阿波霉素δ1，δ2和ε的全球首次
全合成。”贺耘教授介绍，上世纪40年代，
科学家在从土壤灰色链霉菌的代谢物中
分离得到阿波霉素，其是一类具有显著抗
菌活性的天然产物。但当时的阿波霉素
由发酵得来，以混合物的形式存在，含量
不高，所以在临床上并未广泛推广。

研究中，贺耘教授带领3名博士研究
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了高纯度的阿波

霉素δ1，δ2和ε，并分别对这三种物质进
行了活性测试。其中，阿波霉素δ1对淋
球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阿波霉素δ2对
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超级
病菌MRSA都有很好的抑制活性，特别
是对超级病菌MRSA，其最小抑菌活性
为0.25μg/mL。

“若想达到同样的抑制病菌生长的效
果，这种合成物的使用量比环丙沙星、万

古霉素和青霉素少一百倍甚至几百倍。”
贺耘教授说。

业内人士称，目前由于抗生素的广泛
应用，特别是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
性问题已成为临床治疗最为棘手的难题
之一。目前，重庆大学药学院正在牵头搭
建一个聚焦病菌耐药性的药物平台，开发
阿波霉素系列化合物和其他新型抗生素
来应对病菌耐药性的挑战。

重庆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新型抗生素
同效果抑菌，用量比青霉素少一百倍

8月31日，第二十一届成都国际
汽车展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东风启辰携“中国汽车大
脑”高能战队强势参展，为消费者倾力
打造一场完美的视觉盛宴和科技化的
智能体验。

此次成都车展启辰展台发布会
上，东风启辰备受关注的全新概念车

“The X”首次亮相成都。此外，启辰
M50V 2019款也焕新上市，凭借智
能、安全、外观三方面的全新升级，实
现品智独特魅力的提升。用智趣科技
为智趣生活家提供充满“自信与
Wow Feeling”的移动出行体验，东
风启辰完美诠释“品质启辰，智联生
活”参展主题。

未来已来
“The X”前瞻设计引领风潮

全新一代概念车“The X”可以说
是东风启辰本次成都车展上的关注焦
点。其未来感的造型以及设计理念充
分彰显了东风启辰前瞻设计，彰显启
辰未来造型进阶，展示品牌高水准造
型实力。

从整体设计理念上看，THE X打
破常规，独具匠心地采用了集哲学和
美学于一体的全新“V—Galaxy”设计
主题。从整体造型看，“The X”在整
体车身造型方面化繁为简，以更少的

线条呈现更简约的视觉感受，坚持“一
体塑型”、“一气呵成”，宽厚霸气的车
身规格突显出整车恢宏的气势，前脸
处融入星空元素的格栅，结合“V”元
素，使“The X”看起来更具视觉冲击
力。作为东风启辰全新一代设计理念
的集中体现，概念车“The X”传递了
品牌理念中的“自信与Wow Feel-
ing”。同时，它还是启辰上海前瞻设
计中心的首款力作，完美融合了启辰
独创新颖的造型设计和智·趣科技的
优势。

三大升级
启辰M50V 2019款焕新上市

除了吸引眼球的“The X”，启辰
M50V 2019款也在成都车展焕新上
市。其中，启辰M50V 2019款 MT
级别65800元起，CVT级别75900元
起。全新升级的启辰M50V 2019款
定位于7万元合资级自动挡MPV，整
体外观和智能安全层面都实现了明显
的提升。

启辰M50V 2019款重新设计采
用了雄鹰展翅理念，整个前脸展现了
雄鹰展翅腾飞的姿态，让车身的设计
表现极具动感。智能配置方面，新增
的一键启动功能免去了用车钥匙启动
的繁琐过程。为了更好地提升驾驶者
在行车过程中的信息接收体验，9英

寸高清DA屏将为车主提供更加清晰
的画面，带来优质的视觉体验。在安
全出行方面，为避免转向不足或者转
向过度，东风启辰在启辰 M50V
2019款上增加了ESP车辆行驶动态
控制系统，此系统能有效地避免侧滑
现象的发生。启辰M50V 2019款还
配备了同级同价位车型里少有的
CVT变速箱，让消费者以更实惠的价
格尽享CVT带来的便利。

2018年是东风启辰跨越的一年，
在即将于9月8日迎来8周年庆之际，
东风启辰提出了全新的品牌口号——

“品智生活，趣动由我”，让消费者不仅
有品智生活，更能活出生活趣味。据
悉，在车市增速放缓、车企面临更大的
竞争压力环境下，东风启辰通过“中国
汽车大脑”产品战队布局，包括启辰
D60、启辰T70和启辰T90等核心车
型持续热销，推动了东风启辰今年上
半年销量的强劲增长。今年上半年，
启辰D60车联网搭载率高达96%，开
通率高达85%；在T70上分别是76%
和82%。在“新四化”环境下，东风启
辰用“智联”为品牌发展找到了突破
口，用坚实的品牌实力在动荡的市场
中站稳了脚跟，同时也在品牌、产品、
营销、渠道等层面上进行了创新的尝
试和大胆的探索。面对新四化的新风
口，东风启辰将从品质向智能进化，开
启智趣出行新时代。

全新概念车“The X”首发亮相成都车展

东风启辰发布全新品牌口号喜迎8周年庆

➡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门及相关专
家组成的检查组 5 日进驻滴滴公司。经
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
议决定并统一部署，针对网约车、顺风
车平台公司的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5 日正
式启动。 （据新华社）

多部门联合进驻滴滴
展开安全专项检查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9月5日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3日。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
专家建议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即日起，重
庆市所有区县均已开通居民医保微信缴
费，包括新生儿在内，全市的居民医保参
保人均可用微信缴费。

据了解，重庆居民医保今年开通微
信缴费，2月9日首批在黔江、北碚、合川
三区上线，其余区县陆续开通。目前，继
已开通34个区县后，大渡口、万盛、荣
昌、垫江、南川、梁平等6个区县即日新
开通，居民医保微信缴费实现重庆全域
覆盖。

那么，如何用微信缴费呢？步骤如
下：

步骤1：微信搜索“重庆社保”并进
入；

步骤2：点底部菜单“办社保”-“居
民医保缴费”；

新用户需先注册并登录(可 1 人注
册帮亲友代缴)。如果没有注册过，请
在跳出的登录页面点击“去注册”，有常
用手机号即可实名注册。一个手机号
码只能注册一个实名用户，所以，在注
册时请务必输入自己真实准确的身份

信息，否则后续可能无法正常获得社保
网上服务；

如果已经在“023社保在线”服务平
台注册过（包括在重庆社保官网 www.
cqsi.gov.cn，“重庆社保”微信号，“重庆社
保”APP任一渠道注册过），请输入注册
过的用户名（手机号）及密码登录即可。

步骤3：输入参保人的姓名和身份
证号码；

步骤4：按提示确认并付款。
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可以缴纳的仍

是2018年的居民医保费，除90天内的
新生儿外，其他参保人缴纳2018年医保
费后，还需要等待90天，才能享受医保
报销。

重庆居民医保微信缴费实现全域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