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 读

9版综合新闻
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黄小川

CHONGQING
DAILY

刚刚落幕的第七届重庆（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25万人次前往观展、现场成
交总额达1.25亿元、项目签约金额308亿
元……一连串喜人的数据背后，折射出重
庆文化产业的蓬勃增长之势。

随着重庆这座城市的高速发展，文化
产业要素不断积聚，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
色越发重要。那么，重庆文化产业到底处
于何种位置，其发展路径将如何落子布
局，未来之路又将走向何方？记者进行了
调查。

摸家底
重庆上市文化企业达16家

摸清家底才能找准方向，重庆文化产
业的家底到底如何？市文化委产业处处
长陶宏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去
年底，全市文化产业达到662.94亿元，相
比起5年前的365.89亿元实现了大幅增
长。

“数字增长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同
频共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果。”陶宏
宽说，我市持续实施成长型文化企业扶持
计划，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快速成长小
微文化企业800余家、文化企业小巨人
83家、龙头文化企业17家。

为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破解文化产
业资金难题，市财政每年设立1个亿的文
化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建立起了规模
3亿元和15亿元的两只文化产业股权引
导基金，市政府注资10亿元专门成立文

投集团，目前已有65亿元的资产，实现了
文化产业扶持由“补”向“投”的转变。

“在文化产业规划和项目储备方面，
2017年实现了较好的突破。”陶宏宽介
绍，去年，我市编制出台了《重庆市文化产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建立了招商引资、
融合发展、集聚发展、转型升级四个项目
库，储备了103个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
元，我市文化产业蕴含巨大商机。

在文化产业园区方面，截至去年底，
我市已建成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7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7个，市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总数已达84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加大对文化
企业在上市、融资等关键环节的扶持力
度。目前，重数传媒创业板IPO申报获证
监会受理，重庆有线、新华传媒上市方案
获中宣部批复，2017年新增4家文化企
业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截至目前，全市上
市文化企业总数已达16家。

找瓶颈
我市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偏弱

摸家底让大家看到了重庆文化产业
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找到了制约其发展的
瓶颈。重庆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编
制的《重庆市长江文化产业带提升报告》
认为，近年来，重庆市文化产业获得较快
发展，但从整体来看，重庆市文化产业发
展尚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报告指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

发展存在不平衡。具体来说，重大的和具
有品牌效应的文化项目较少；科技对文化
的渗融刚刚起步，文化对科技反哺也不
够；具有辐射性和外溢性的产品研发不够
丰富，能够对国内国际产生较大影响的产
品偏少等。

报告认为，全市地域优势未能充分发
挥。比如远郊县区文化产业普遍体量偏
小、项目偏少；区域性创意型人才严重不
足，致使文化企业的转型与创新能力偏
弱；在传统自然景观优势的提升与新型地
域风貌的开发方面尚显不足等。

同时，另一份资料显示，我市文化产
业市场主体偏弱。据悉，尽管2017年文
化企业突破10万家，但文化企业95%以
上为中小企业，全市产值1亿元以上的
文化企业不足 100 家，没有年收入上
100亿元的文化企业，目前仅有猪八戒
网1家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10
亿级民营文化企业仅2家，文化企业整
体竞争力不强。

谋发展
从“铺摊子”向高质量发展转换

我市将如何落子布局，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迈向新台阶？

在本届重庆文博会上，举办了以“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高峰论坛。
来自文化领域的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和企
业高管齐聚一堂，为重庆如何实现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孙永胜表
示，要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文化资
源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以技术创新带
动产品、业态和模式创新，重点培育数字
阅读、数字影音等产业板块，在我市建设
数字文化创新创意高地。

渝北区文化委主任吴云斌认为，新时
代，我市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
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
模式转换。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宣传处长郭刚称，
我市应依托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移民文
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资源，推进文旅
资源融合。

重庆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董事长徐辉
表示，新技术和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后带来
的新服务、新业态及新商业模式会孕育巨
大投资机会。

《中华手工》副主编、揖美文创品牌创
始人谢晓飞分析，相比全国很多城市而
言，重庆这片土壤是适合文创产业发展
的。尤其是重庆文化旅游近一两年的持
续走热，更是有利于文创的发展。“四川美
术学院在重庆，每年都会培养出很多喜欢
创造的学生，不少毕业生走出校门就自己
创业，从事文创行业。”她说，目前重庆文
创产业的发展最需要建立相应的人才培
训体系，希望政府能组织一些培训，对文
创人、手艺人开展设计、商业、财务、融资
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她希望政府能更多
地提供像文博会这样的展示平台，让外界
深入了解重庆的文创产业，从而为本土文
创品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储备103个项目 总投资2000亿元

重庆文化产业商机无限
重报集团记者 李析力 刘晓娜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杨雅涵）9月13日，2018重庆市首届综合
材料绘画作品展览在重庆市文联美术馆
举行。本次展览共计收到应征作品230
余件，最终评选出80件作品参展。据了
解，此次展览也是我市备战2019年第十
三届全国美展的举措之一。

展览开幕式后，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
3位参展艺术家，听她们讲述作品背后的
故事。

金箔让作品更具魅力

4只颜色各异的蝴蝶翩翩起舞，水墨的
晕染让画面更具层次……川美中国画系教
师马媛媛的作品《梦庄周系列之八》吸引了
不少观众的目光。马媛媛介绍，除了4只主
要的蝴蝶外，她还在画面留白处用金箔打
造了多只小蝴蝶，与画面主体相呼应。

国画的材质一般是宣纸，马媛媛却
另辟蹊径，用国画颜料在棉麻布上作
画。“棉麻布有特殊的肌理感，颜料渗透
于表面后可以产生微妙的层次感，给人
以美的享受。”她说，蝴蝶占据了画面的
大部分，这种构图方式较传统国画有所
不同。

据了解，马媛媛2006年研究生毕业
于川美中国画系，两年后，她接触到综合
材料绘画这一新兴的艺术领域，并坚持至
今。她认为，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
出更加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还可以借
鉴西方近现代绘画的艺术语言，从而凸显
个人风貌。

用荷叶表现生命的永恒

枯萎的荷叶能用来做什么？在西南大
学中国画专业研三学生易侠伶的作品《境在
心中心中境》中，荷叶成了作品主要元素。

“这些带茎的荷叶全部是从荷塘里收
集来的，我用铁丝和胶水将荷叶的茎固定
在铁板上。”易侠伶介绍，为了营造出斑驳
的感觉，她反复将颜料淋在作品表面，耗
时一年才完成创作。为何选择枯萎的荷
叶为创作素材呢？易侠伶说，荷叶虽然已
经枯萎了，但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它的
生命得到了延续。

据介绍，易侠伶从研究生开始才接触
综合材料绘画。“本科期间，我创作的作品
都是传统国画；而现在，我的创作要更加
关注社会现实，体现自己对世界的思考。”
她说。

“泪流不止”的作品感动观众

“这件作品中的小男孩一直在‘哭

泣’，我是当母亲的人，看了很感伤。”市民
范芳洁说。

让范芳洁感动的作品悬挂在展厅入
口处，这是川美油画系研一学生卢苇创作
的《世界本不安宁》。这件作品重达40公
斤，用铁、铜、木材等十几种材料丰富油画
画面。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件作品展现
的是一个因战争遇难、死在海边的外国

男童，他的“眼睛”里不断涌出“泪水”，最
终汇聚到作品下方的水槽中。“我在作品
背面安装了微型给排水系统，水可以循
环利用，不用额外增加其他设备。”卢苇
说，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视和平。

卢苇表示，在今后的创作中，她会不
断尝试运用各种材料，让油画语言更加多
元化。

据悉，展览将免费展出至10月8日。

在棉麻布上画国画、给油画安装给排水系统……

重庆举办首届综合材料绘画作品展

据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记
者 李浩）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
安定（今子长）县人。1922年考入阎
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
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
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参加进步
青年组织“共进社”。192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
北，利用民团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
动。

1927年初，谢子长被选为安定
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
协会促成会委员。组织和领导农民
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
被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同年10
月，谢子长与唐澍等人组织领导清涧
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
副指挥。

1928年 5月，谢子长参与领导
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
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 3 大队大队
长。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
1930年，谢子长任陕北行动委员会
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在陕北、宁夏、甘
肃等地做兵运工作。

1931年10月，谢子长和刘志丹
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
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
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
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

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察绥

抗日同盟军第18师，负责中共组织
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
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
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建立了陕北红
军游击队5个支队，建立了安定、延
川根据地。

1934年，谢子长任中国工农红
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革
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粉碎了
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谢
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积劳
成疾。终因伤病恶化，1935年2月
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
岁。毛泽东曾多次为谢子长墓题词：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
碑文。

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谢子长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
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3日在回应最新的中美贸易顺差有
所扩大时表示，顺差或逆差的扩大或
缩小，是由市场决定的。美方应认识
到，采取加征关税的单边主义措施不
能解决问题。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前8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1.96万亿
元，增长6.5%；自美国进口7141.3亿
元，增长4.4%；对美贸易顺差1.24万
亿元，扩大7.7%。

对于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
高峰强调说，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储
蓄率低、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
施对华出口管制等原因有关。同时，
顺差或逆差的扩大或缩小，也是由市
场决定的。

他分析说，今年前8个月，中国
对美出口增速较快，主要是受到美国
国内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当
然可能也存在部分中国企业因为担
心美国的关税政策，提前抢出口的因

素。
高峰表示，美方应认识到，采取

加征关税的单边主义措施不能解决
问题。中美双方应该采取务实举措，
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促进双边贸易健
康稳定发展。

今年前8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
达2.67万亿元，同比增长5.9%，增
速比前7个月高0.7个百分点，但不
及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高峰表
示，美方挑起贸易摩擦，势必会给中
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我们不愿看
到，中美双边贸易良好发展势头因
为美方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而受到
削弱。

高峰说，当前，世界经济持续
复苏，中国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
发展。从总体看，虽然外部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但我国外贸
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通过创
新创造的内生动力仍在增强。我
们有信心继续推动中国外贸平稳
健康发展。

商务部回应中美贸易顺差扩大：

加征关税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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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自9月13
日起，中国记协在新华网、中国记协网和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上公示第二十八
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评选
结果。本届中国新闻奖共评选出352件

拟获奖作品，其中特别奖5件，一等奖63
件，二等奖98件，三等奖186件；评选出
长江韬奋奖拟获奖者20名，其中长江系
列10名，韬奋系列10名。最终获奖结果
以揭晓为准。同时公示的还有本届《评选

细则》和评委名单。
公示时间为9月13日中午12时至9

月27日中午12时，在此期间，社会各界
均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
式对评选结果发表意见，进行监督和评

议。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将认真受理，并
将对有关举报进行核查和处理。公示结
束后，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将正式公布获
奖结果。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电话：010－
61002836/2908/2857

电子邮箱：5826@vip.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7号
邮编：100062

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公示

重庆市全国科普日
活动一览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9月 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2018
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9月15
日在国博中心智慧小镇启动，届时将举
行2018年“最美科普志愿者”表彰等活
动。2018年全国科普日主题为“创新引
领时代 智慧点亮生活”。9月15日至
9月21日，我市还将集中举办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

9月15日至16日，重庆科技馆将
邀请C919国产大飞机团队相关专家为
市民做航空科普专题知识讲座，目前已

启动网络报名。此外，市民也可在此期
间到重庆科技馆体验“华夏航空之旅”

“无人机激情飞越”“指尖上的无人机”
等活动，聆听飞行中的点滴故事，操作
无人机并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无人
机编程。

此外，全国科普日活动还包括送科
普知识进乡村入农户，组织市内有条件
的科普基地、高等院校实验室、科研院所
等单位面向公众开放等。市科协相关负
责人透露，活动期间，全市1800台“科普
文化重庆云”平台大屏终端将同步展播

全国科普日主场相关活动，并播放专题
宣传片、精准推送科普图文视频，为市
民打造直观、实用、内容丰富的“网上科
普日”。

周六去国博中心听国产大飞机科普讲座
9月15日至21日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9月13日，重庆市首届综合材料绘画作品展在重庆市文联美术馆开展。 记者 齐岚森 摄

➡9月13日，重庆市教委发布消息，由重庆市人力社保局、重庆市教委联
合报送，经组织审查和专家评审，2018年重庆市共有47名教师荣获“重庆市名
师奖”。“重庆市名师奖”是市政府于2005年设立的专项奖励，旨在表彰、奖励
对重庆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教师，每3年评选一次。 （记者 李星婷）

47名教师荣获2018年“重庆市名师奖”

➡9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获悉，2018
年下半年全国统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将于11月17日
举行。考生可在9月30日前登录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进行网
上报名，或到公布的7个报名点现场报名。 （记者 黄乔）

2018下半年全国统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开始报名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9月7—2018年9月13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环境

影响报告书公示期为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28日（10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
20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
传真：89181941，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邮编：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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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利用东方希望水泥窑
重庆水泥有限公司水
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

物技改项目

表面处理生产线项目

年产16万辆车生产
项目

重庆九盘至万县电网
加强500kV线路工程

X射线现场探伤项目

建设地点

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燕子
村东方希望水泥窑重庆水
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重庆铜梁区电镀工业园区

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区

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

南岸区、施工现场

建设单位

重庆埠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大进合汽车配件（重庆）有
限公司

重庆长城汽车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院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
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北京中咨华瑞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

受理日期

2018年9月7日

2018年9月7日

2018年9月11日

2018年9月11日

2018年9月12日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9月13日表示，为从根本上
消除可能导致韩朝双方军事冲突的危险因素，提升军事互信水平，韩朝正就
在军事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进行协商并制定方案。 （据新华社）

韩国说韩朝正就军事领域合作展开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签署行政令，授权对任何外国政府、实体和个人
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实施制裁。 （据新华社）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授权制裁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13日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对被告人李文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对李文科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对其用于行贿犯罪的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李文科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上诉。 （据新华社）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一审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