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陕西凤县专电 （记者 龙
丹梅）众所周知，嘉陵江水在重庆市渝
中区朝天门汇入长江。但嘉陵江的源
头在哪里呢？10月11日，重庆日报记
者随大型纪录片《嘉陵江》跨媒体行动
文化旅游考察团在陕西省宝鸡市凤县
采访时，发现嘉陵江发源于凤县东北
部的秦岭主脊。当地从源头抓起严格
保护嘉陵江水生态，全县在嘉陵江干
流没有一座水电站，境内嘉陵江水质
常年达到Ⅱ级以上。

10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凤县
嘉陵江源头景区内看到，山间密林中
涌出涓涓细流，汇成山泉一路向山下
奔涌，水质清澈见底、品之清冽甘醇。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股山泉水就是
嘉陵江的源头。正是这不起眼的细流
汇集众多支流一路由南向北奔腾1345
公里，最终汇入长江。

凤县县长张扬介绍，嘉陵江发源
于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嘉陵谷，在
凤县境内总长度102公里，流域面积
2468平方公里，有小峪河、安河等支
流 140 条，是 11 万凤县人民的母亲
河，也是凤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
线。

为了保护嘉陵江的水生态环境，
凤县认真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严守“三条红线”约束，坚持从源头
抓起，严格审批嘉陵江沿线工程建设
水保方案，全县在嘉陵江干流没有一
座水电站，也没有一座混凝土高坝。
同时，该县全面取缔嘉陵江流域内所
有工业排污口，并从2017年起全面停
止嘉陵江干流采砂审批，禁止采砂作
业。同时，全面推行河长制，重点打击
破坏流域水生态、污染水环境，违规开
采、滥捕水生动物等不法行为，有效维
护了嘉陵江河道生态环境的良性循
环。通过宝鸡市水功能区、水源地连

续两年来每季度的断面监测，嘉陵江
水质常年达到Ⅱ级以上。

在川陕公路沿途的“嘉陵江源头
保护区”一侧，矗立着一块印着“同饮
一江水、保护母亲河”十个大字的纪念
碑。张扬介绍，为了保护嘉陵江，2011
年11月，嘉陵江沿江包括陕西、甘肃、
四川、重庆 4省市在内的 26个市县
（区）齐聚嘉陵江源头，确定了“共同开
发、共同享有”的合作理念，形成了把
嘉陵江打造成具有流域特色的沿江经
济带、长江上游最大的生态文化旅游
大景区的发展共识，这块纪念碑便是
当时设立的。

张扬表示，凤县将继续严格保护
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科学有序开发
文化旅游资源，同时也期待与嘉陵江
沿江区县在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
多方面开展合作，形成全流域生态共
享合作开发的格局，促进嘉陵江沿江
地区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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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丁怡全）王复生，原名王濡
廷，1896年 9月出生于云南省祥
云县。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预科班。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
想的熏陶，王复生开始接受马克思
主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
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19人
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
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在北京等地积极宣传
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
学生运动。

1921年秋王复生成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26年 4月，王复生被党组
织派往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
工作。5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
下，受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回云南
主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
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云南省临时
党部，积极配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开展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王复生遭军阀逮捕，后被营
救出狱。

1928年 6月，王复生按照党
中央指示前往东北，在哈尔滨和齐

齐哈尔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九一
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
东北，王复生遵照党组织的安排，
在齐齐哈尔、汭河、黑河一带，开展
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活
动，帮助解决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
的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同时，利
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抗日宣传，积
极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6年 6月，日军在东北地
区实行“大检举”、大搜捕，大肆逮
捕抗日爱国人士，疯狂镇压抗日力
量，王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逮
捕。王复生视死如归，始终严守党
的机密。1936年8月15日，王复
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
杀害，时年40岁。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王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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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在华建设第三座整车工厂
➡11日，宝马集团与华晨汽车集团签署新的合资协议，双方正式启

动合资企业华晨宝马铁西新工厂项目。宝马将对华增加投资30亿欧
元，对现有生产设施和项目进行大规模改造，未来3至5年，华晨宝马整
车年产能将在目前52万辆基础上增至65万辆。

据 新 华 社 郑 州 10 月 11 日 电
2018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
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

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
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
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1993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三运
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6685万余元。庭审中，
王三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王三运受贿案一审开庭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 月 11
日，重庆海关发布消息称，重庆口岸首
次检出基孔肯雅热病例。目前，重庆海
关已及时将检测结果告知患者，患者已
前往医院接受诊疗。

10月8日，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在
对入境人员实施卫生检疫时，发现1名
来自泰国曼谷的发热旅客，经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及进一步实验室检测，确诊为
基孔肯雅热病例。据悉，这是重庆口岸
首次检出基孔肯雅热病例。

基孔肯雅热病毒疫情主要发生在
非洲、东南亚和南美地区，主要通过白
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症状表现为发
热、皮疹以及躯体疼痛。该病临床症状
与登革热类似，容易误诊。虽然该病致
死率很低，但目前尚无特效药物治疗。

重庆海关方面表示，将继续加强
入境旅客疫情监测，并指导做好口岸
环境消杀灭工作，消灭蚊虫和清除蚊
虫孳生地。

重庆检出首例
输入性基孔肯雅热病例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一艘俄罗斯飞船11日发射失败。两
名宇航员紧急着陆后生还，并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恢复通信。

主要股指集体重挫 A股再现“千股跌停”
➡受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三”拖累，11日A股主要股指集体重

挫。上证综指失守2600点，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高达逾6%。行业板块
悉数告跌的同时，A股再度上演“千股跌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11
日，市旅发委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我
市海外旅游推广重头戏——“再游长
江·归来三峡”大型招募活动已征集外
籍游客125名和中方一线工作人员12
名，即将开启一段5天4晚的三峡怀旧
之旅。

本次招募活动由市旅发委主办。
招募对象分为1997年以前游览过三
峡的外籍游客，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曾在三峡服务外籍游客的一线工作
人员，包括船员、服务员、导游、翻译、
三峡移民等。

截至目前，主办方已筛选出符合
条件的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外籍游客
125名及中方一线工作人员12名。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入选者将于
11月6日至11月10日开启一段5天4
晚的免费三峡怀旧之旅，行程包括泡温
泉；游览两江国际影视城；参观中国三

峡博物馆；感受新重庆都市旅游精品景
区；乘坐五星级游轮游览白鹤梁、白帝
城、三峡大坝及参加第九届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观看大河歌会演出等。

目前，招募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
有意报名者请将自己的国籍、姓名、性
别、年龄、联系方式以及关于三峡的照
片 或 影 像 记 录 发 送 到 邮 箱 ser-
vice@ichongqing.info、cqtour2018
@163.com；或登录重庆市旅游政务网
报名，英文版http://www.chongq-
ing- guide.com/，中 文 版 http://
www.cqta.gov.cn/ztzl/zycj- glsx/
zt_san1.html。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
25日。

“再游长江·归来三峡”火热报名中

免费三峡怀旧之旅期待你参与

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发
表演讲，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
责。美方言论歪曲事实，肆意诋毁中
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尊”式
傲慢与偏见，让中美关系蒙上新的阴
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外
乎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发展
和中国道路；二是无端指责中国对外
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打一耙，
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任推给中
方；四是捕风捉影，指责中国干涉美国
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
如此“系统性抹黑”中国十分罕见，
其势汹汹，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但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
的论调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
中生有，既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
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从积贫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
的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得益于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不
可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
和恩赐”。正如《纽约时报》刊文指
出，所谓美国“重建了中国”的说法
不可信、不公平。从对外政策来说，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各方
广泛认可。再怎么挖空心思歪曲抹
黑，也改变不了中国得道多助这一
现实。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是美国
打响了贸易摩擦的第一枪，美方才
是“始作俑者”。而今，美方领导人
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华发难之意，
两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方的
这种举动都深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更
是子虚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坚
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
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方主流媒
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策》杂
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均指出，美
方指控没有证据。纵观国际关系史，

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
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国际社会早已
看得很清楚。美方想把干涉别国内政
的“高帽”送给别人，只会徒增笑料罢
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
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对
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问题
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诋毁中
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库认
为，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应看有多
重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美
国一些人“对华焦虑症”的一次集中发
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企
图难得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
言论的讥讽不绝于耳，美方没有达到

“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网站指出，“华盛顿导演的这出
戏并不能损害中国”，“对北京施压还
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形成。”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
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全方

位围堵中国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损害
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字
路口，何去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一次
作出历史性的选择。这个选择事关两
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两国青年
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17亿人民、
世界 70 亿人民要求两国必须作出负
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一
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于同
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信，扩大
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歧，建立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美方
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 40 周
年。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
方应停止错误言论，放弃过时的冷战
思维，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正确
选择。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新华社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8日
起，第九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
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政策开始实施，
吸引了大量外地旅客自驾到万州游
玩、探亲。

据统计，仅8日、9日这两天，就有

来自19省市的2000多辆外地自驾车
到万州旅游，享受到高速公路通行费5
折的优惠，总优惠金额达到6万多元。
10月8、9日两天，万州各个收费站外
地牌号的车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
左右。

据了解，该项优惠政策实施时间
为10月8日0时起至2018年11月30
日24时止，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
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优惠对象为吉
林、辽宁、河北等19省市的7座及以下
小型客车，以车牌籍为准。

优惠车辆凡通过渝东北 14 个
区县内的 80 个收费站上高速公路
或下高速公路，均对其通行重庆市
内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予以 5折
优惠。

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高速路通行费优惠政策实施

到万州游玩的外地自驾车暴增

探秘嘉陵江

最严格的制度确保嘉陵江源头水质清澈
陕西凤县境内嘉陵江水质常年达到Ⅱ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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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堰塞湖启动应急响应
➡11日7时许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发生山体滑坡，导致金沙江

断流并形成堰塞湖、部分村庄和工地被淹等情况，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
急响应。截至11日15时，金沙江堰塞湖蓄水量已经接近1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