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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8
日，重庆市“扫黑除恶校园行”全市示
范活动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教委、市委政法委、
市扫黑办、团市委、市人社局主办，旨
在深入推进校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防范黑恶势力侵害校园，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据了解，该活动将在100余
所高校、中职学校、技工学校进行，覆
盖全市数百万师生。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坚决做到中央有部署、重庆
有行动。”市综治办副主任、市扫黑办
副主任张强介绍，通过“扫黑除恶校园
行”活动，与师生面对面交流、心贴心
沟通，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能
不断增强广大师生对黑恶势力犯罪的
甄别能力、防范能力、抵制能力，增强

广大师生对“校园贷”“套路贷”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的辨别能力。

活动中，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还自
编自导“扫黑除恶”短剧，为大家带来
生动的安全教育小课堂；市公安局刑
侦总队张宇警官为同学们进行电信诈
骗及“校园贷”防范宣讲；通过现场互
动活动，同学们还在线参与“扫黑除
恶”知识学习。

据了解，为增加活动实效性，本次
活动由线上学习和线下宣讲两部分组

成。活动现场聚集了大量学生，在工
作人员指引下，进入重庆发布“平安校
园”专项活动板块，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黑恶势力危害等要点内容的在线
学习，签署网络承诺书，提升了对黑恶
势力的甄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线下，市委政法委、市扫黑办还将
组织公安干警和检察官走进各个高
校、中职学校、技工学校，通过案例宣
讲的方式，开展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及
维权普法，提高学生防范意识。

重庆举行“扫黑除恶校园行”全市示范活动
将在100余所学校进行 覆盖数百万师生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18日，重庆海关发布数据称，今年
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
368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13.9%。其中，9月当月进出口
517.5亿元，为2015年2月以来的
月度最高值。

重庆海关方面分析，加工贸易
快速增长，对整体增长带动效应显
著。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重庆加
工贸易进出口1832.3亿元，增长
25.3%，占同期重庆进出口总值的
49.7%，其中，出口1565.8亿元，增
长22.7%，拉动同期重庆出口增长
14.3个百分点；进口266.5亿元，
增长43.3%，拉动进口增长6.6个
百分点。

从数据上看，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贡献也
非常明显。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100亿元，增
长10.5%，占同期重庆进出口总值
的57%；民营企业进出口1148.3

亿元，增长31.8%，占比31.1%。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几大开放

“窗口”和“载体”前三季度表现良
好，对进出口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西永综合保税
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
铁路保税物流中心、重庆南彭公路
保税物流中心合计进出口2206.3
亿元，增长17.7%，高于同期重庆
外贸增幅3.8个百分点，拉动重庆
外贸增长10.2个百分点。而在对
外开放通道方面，中欧班列（重庆）
通道进出口 221.8 亿元，增长
28.1%；对接“一带一路”的中新互
联互通陆海新通道进出口17.3亿
元，增加4.6倍。

在产业方面，电子信息产业成
为前三季度重庆进出口的主力
军。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电子信息
业 进 出 口 2294.3 亿 元 ，增 长
16.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
62.2%，对重庆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73.9%。

前三季度重庆外贸同比增长13.9%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0
月17日，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依托
重庆欧美同学会、重庆知联会组建
的“同心·星火”帮扶服务团，走进
国家级贫困县深度贫困乡镇巫溪
县天元乡，为当地群众送健康、送
教育、送产业、送文化、送资金，积
极助力脱贫攻坚。

当天，“同心·星火”帮扶服务
团现场向巫溪县人民医院和天元
乡卫生室捐赠价值50万元的医疗
设备、13台电脑等工作设备；向天
元乡小学捐赠价值30万元的平板
电脑和教育软件、价值5000元的

图书，并捐赠5万元用于修建农村
小型公共基础设施。

在活动中，服务团根据当地
扶贫需求，开展专家现场义诊、中
药材和果蔬产业现场技术咨询、
文艺节目展演、留守儿童专题心
理讲座等扶志扶智特色活动，还
挂牌成立了“志林哥哥心理咨询
工作站”，并与天元乡就建立大病
救助基地、开展农村医务人员免
费培训、援建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编制乡村发展规划和文物保护方
案等进行具体调研论证和前期对
接。

“同心·星火”帮扶服务团助力巫溪脱贫

本报讯 （首席记者陈钧 实
习生 唐璨）10月 18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中国北海
国际仲裁院重庆庭审中心日前成
立。

“仲裁已成为解决民商事纠纷
的重要手段。北海国际仲裁院重
庆庭审中心的成立，能够为经济枢
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风险
防范体系。”北海国际仲裁院执行
院长马占军说。

据介绍，该庭审中心将大幅压
缩案件受理时间。相比于法院诉
讼，仲裁机构必须在案件受理后的
一个月内做出裁决，能为后续的申
请执行赢得时间。

马占军称，这个优势将在处理
金融争议时得到更全面的体现。

“金融仲裁具有遵从当事人意思自
治、一裁终局、专家断案、程序灵
活、费用经济、信息保密和执行广
泛等特点，为有效解决金融纠纷提
供了便利。因此，金融仲裁已逐步

成为中国金融业解决纠纷的最主
要途径之一。”

此外，仲裁制度坚持不公开
审理，裁决书不上网，因此能很
好地保护争议双方的隐私和商
业秘密，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全国各地一直着力完善法治化
营商环境。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已
经建立了涉自贸区投资贸易等商事
案件专业化审理机制，同时成立了
重庆两江国际仲裁中心以及两江新
区知识产权法庭等机构。

下一步，两江新区还将搭建自
贸专业审理机构、审务中心，构建行
政调解体系，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此前，还有包括中国重庆两江
国际仲裁中心、重庆合纵律师事务
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西南分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西
南分会等在内的多家法务机构已
经在两江新区布局。

中国北海国际仲裁院重庆庭审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17
日，第九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
宣传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向珠三角旅
行社代表及媒体发出“壮美长江·诗画
三峡”旅游之邀。

当日，在广州市恒大酒店，随着
《三生有幸》动人旋律缓缓响起，长江
三峡、小三峡、万州大瀑布、云阳龙缸、
神女峰、白帝城……一幅幅三峡美景

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三峡好美，万
州好美。”与会的广州市海珠区旅行社
代表刘先生情不自禁赞叹。他说：“我
十多年前就曾到过万州，参加本次推
介会后，发现万州已经大变样，长江三
峡国际旅游节期间，我一定要去万州
看看，去三峡看看”。

推介会上，除了景区景点展示、歌
舞表演等外，万州机场公司专门针对

广州、深圳、珠海航线组团旅游还推出
了重大优惠政策。

据介绍，今年1—9月，万州机场客
流量达到65.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169%，其中接纳、组织旅游团队近
5.4万人次，自由行旅客约4.2万人次，
预计全年旅游客人将达14万人次。乘
飞机到万州，再以万州为起点游览三
峡，逐渐成为了广大游客的主要选择。

目前，万州机场升级扩容工程正在
加紧进行，T2航站楼将在原来8000平
方米的基础上调增至20000平方米，并
对现有停机坪进行升级优化。经过改
扩建后，万州机场的机位数将达到15
个以上，并设置8个廊桥，计划2019年
实现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该机场
的目标是，到2021年，建成功能齐备、
舒适美观的支线旅游机场；到2025年，
飞行区等级达到4C，而最终将建成中
型旅游国际机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
500万人次，为三峡库区融入长江经济
带和打好三峡旅游牌发挥枢纽作用。

第九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推介会亮相珠三角

进行时扫黑除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10
月18日，复旦大学教育培训基地揭牌
仪式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该
培训基地旨在探索弘扬革命精神和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
和新方法，共同推动红岩精神在新时
代的传承和弘扬。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朱
军表示，此次与复旦大学合作共建教
育培训基地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基
础。从历史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和
解放战争初期，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
党员干部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要
革命力量，复旦大学民主人士也曾积

极响应中共南方局的秘密统战工作，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坚强盟友；从现实来说，复旦大
学教育培训基地为红岩文化的传播增
加了新平台，找到了新伙伴，注入了新
力量。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红

岩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
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今年是
复旦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重庆80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能够
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建教育培
训基地，意义非凡。希望能与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共同努力，将教育培训
基地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高地、革命
文化精神研究高地、校馆合作高地，
把红色资源挖掘好，将红色文化传承
好。

复旦大学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建教育培训基地

青山湖秋色美
10 月 18 日，万盛青山湖层

林尽染，秋色醉人。党的十九
大以来，万盛经开区加快推进
转型发展，通过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山体植被恢复、水资源恢
复、土地整治等，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特约摄影 曹永龙

唯怡·第十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
于今日在北滨路金源时代购物广场盛大开幕，
火锅节从今天起一直持续至22日，4天时间，
将给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饕餮火锅美食文化盛
宴。

由国家商务部批准举办的重庆火锅美食
文化节自2004年开始，迄今已连续举办了10
届。作为国内火锅行业的品牌节会活动，每届
均能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火锅产业代表企业
参与，已经成为了国内火锅行业从业人员不可
或缺的专业展会。

今年，作为火锅节的第十届，共计使用5
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吸引了70余个火锅品
牌、300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火锅产业供应链

企业，以及1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火锅行业
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从业人员参与。本届火
锅节以全球化、全民化、全业化为定位，以“麻
辣happy城市节日”为主题，规模和内容全新
升级，不仅为广大市民朋友带来一场饕餮的火
锅美食文化盛宴，更联动产业链，打造一个行
业内交流交易的平台。

市民耍事多多 福利多多

备受市民喜爱的万人火锅宴今年全新
升级，现场共计70余家火锅企业现场摆桌，
再现万人同烫火锅的盛况。更是特设网红
火锅专区、国际火锅集合店、重庆火锅赶场

三大专区。无论是展间风格、展示品牌，还
是呈现方式及文化创意，都将带给市民不一
样的体验，是最值得市民打卡晒照，不容错
过的亮点。

为给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好玩、有趣、文
化味十足的节日盛会，本届火锅节期间将开
展重庆火锅企业老板炒料表演、张兵兵牛
油·火锅节十周年庆典晚会、美食品鉴官“火
锅最妙吃法”推广、潮流之夜等精彩活动内
容。与此同时，火锅节现场还将开展“火锅
锦鲤”趣味互动游戏，参与即可赢取火锅霸
王餐、火锅底料、优质食材等海量福利，市民
只需通过关注火锅节官方微信平台“火锅热
评榜”即可免费参与。

提档升级 打造平台经济

作为国内火锅行业的年度盛会，本届火锅节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开展多项专业交流活
动。包括2018中国火锅出品大荟萃、太太乐·
第七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火锅专项赛
重庆选拔赛暨火锅行业技能培训及实作大考、
大庄园·火锅食材新技术交流对接会、云南彝
良县有机食品推介会、火锅名企采购大会、火
锅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发布会、火锅加盟分
享会等，同时面向全国各地定向组织邀请近1
万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旨在将火锅节
提档升级，打造成一个国内火锅行业交流、交
易的专业平台，提供更多的商机，带动整个火

锅产业链的整体发展。
火锅节期间将举行“牧哥”中国火锅产

业创新发展论坛，以“聚变新思维、智创新未
来”为主题，力邀国民星厨林依轮、宏观经济
与产业发展战略博士生导师朱晓炜、胜加品
牌咨询创始人樊娟、黄记煌品牌创始人黄
耕、井格老灶火锅创始人王贻达、小肥牛集
团总裁郭耀松等国内餐饮行业大咖参与，相
互交流学习，共同探讨中国火锅产业创新发
展之道。

重庆火锅节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产业化
发展的必然需求，亦是推动重庆火锅全球化的
有力措施，随着重庆火锅的扩张发展，重庆火
锅节不断的提档升级，重庆火锅节势必将成为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重庆火锅产业化发
展、拉动全市消费经济的重要推手，成为全国
火锅行业乃至全球火锅行业的一流展会。

唐勖

唯怡·第十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今日开幕
全产业联动打造平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