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8年10月，重庆市供水管理处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5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中法供水有限
公司

梁沱水厂

重庆中法供水有限
公司

悦来水厂

重庆中法供水有限
公司

两路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江南水厂
黄桷渡车间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沙坪坝水厂
汉渝路车间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GB5749-2006（限
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市供水管理处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
二氧化氯

mg/L

0.97
0.63
0.60
1.05
0.64
0.02
0.84
0.35
0.28
0.60
0.57
0.41
0.92
0.86
0.36
余氯≥
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
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的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江南水厂黄桷渡车间、沙坪坝水厂汉渝路车间，重庆中法供水有
限公司梁沱水厂、悦来水厂、两路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15
0.24
0.20
0.16
0.13
0.22
0.16
0.10
0.14
0.14
0.27
0.19
0.15
0.15
0.42

1NTU
(水源
与净
水技
术条
件限
制时
为3)

耗氧量
mg/L

1.84
1.70
1.58
1.74
1.83
1.68
1.70
1.91
1.72
1.22
1.25
1.24
1.65
1.58
1.55

3 mg/L
（水源
限制，
原水耗
氧量＞
6mg/L
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
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
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3
9
11
5
9
10
8
4
10
2
6
5
6
8
6

≤100

CFU/ml

总大
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
t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
可见物

无

--
--
无

--
--
无

--
--
无

--
--
无

--
--

无

新华社银川 11 月 22 日电 （记
者 张亮）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银川市一男子酒
后乘公交攻击公交车驾驶员，被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３年２个月。

2017年 10月10日14时许，陈
某某酒后乘坐101路公交车到达银
川市金凤区北京路与亲水大街路口
向东100米处时，执意要求下车，因
未到站被公交车司机拒绝。陈某某
先用脚踹车门，后又走到驾驶室与司
机发生争执，并用手掐司机的脖子，
司机被迫紧急刹车，将车停在马路中
间，导致车内两名乘客摔伤。一审法

院以陈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
陈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经银川市中院二审审理认为，陈
某某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预见与驾
驶公交车在城市主干道行驶中的公交
司机发生争执并掐司机的脖子，极有
可能会造成公交车失控，危害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安
全的严重后果，而仍然为之，其行为已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遂做出
上述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夏银川一男子

酒后攻击公交车司机被判刑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公安
部日前下发紧急通知，部署全国公安交
管部门从11月22日起到年底，集中开
展一次事故多发路段排查整治行动。

据介绍，此次排查的事故多发路段
主要是，近3年在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
上一定里程范围内发生3起以上造成
人员死亡交通事故或1起以上死亡3人
以上较大交通事故的路段。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
在年底前完成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事
故多发路段，要按照一路段一方案的原
则提出整治建议，专题报告地方党委、
政府，通报交通运输、住建等相关部门
和责任单位。对问题隐患突出，整治难

度大的，要提请党委、政府并联合相关
部门分别采取部、省、市三级挂牌督办
的方法，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对一时无
法整改到位的重点事故多发路段，要联
合相关部门和公路经营养护企业，加强
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并及时向社会发
布事故多发路段信息，提醒广大群众注
意安全通过。

同时，公安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途经长大下坡、急弯陡坡、临水临
崖、团雾结冰等事故多发路段时，务必
遵法守规，谨慎驾驶，适当降低车速，加
大跟车距离，注意标志标线，遇雨雪等
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更要加倍小心，确
保交通安全。

公安部将集中治理一批严重道路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
者赵文君）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
春耕22日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正在研究并将采取一系
列专项行动和工作措施，不断提升公
交安全水平。

“全国有近百万的公交车驾驶员，
每天运送乘客达2亿人次，每个方向盘
的背后，都是几十、上百条生命，保护好
驾驶员的安全，就是保护自己的平安。”

吴春耕说。
交通运输部9日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运行
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针对加
强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行安全保障工
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切实加强城市
公共汽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
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二是要求新
购置车辆应具有驾驶区域安全防护
隔离设施，鼓励在用车辆改装防护隔

离设施。三是提升乘客安全乘车意
识，鼓励乘客参与城市公共汽电车运
行安全保障。四是对发现影响运行
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报警。

吴春耕说，截至目前，北京、重庆、
福建、山东以及广州、厦门等多个省市
均采取措施，部署开展城市公共交通安
全整治工作。比如重庆采取严格实施
限速管理、实时监控、车辆维修保养、驾
驶员教育管理、应急处置程序确保公交

车运行安全；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利用视
频监控系统、卫星定位监控平台等手段
加强运营安全管理，并开展城市公交安
全风险排查整治，组织公交车乘客紧急
疏散演练等。

交通运输部向全社会发出倡议：驾
驶员每时每刻安全驾驶，一言一语心平
气和，文明行车，从我做起；乘客与人为
善以和为贵，一上一下遵章守序，文明
乘车，从我做起。

交通运输部：

新购公交车驾驶区域应有隔离设施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不幸
中年丧子，为再生育一个孩子，54岁的
周女士通过重庆宾莎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做了两次供卵试管婴儿手术，但花费
18万元却换来一场空。11月22日，重
庆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公布了我市
首例买卖卵子和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案件。

周某夫妇是沙坪坝区井口居民，收
入来源主要靠务农和打零工。去年一
场意外夺取了未满30岁的儿子的生
命。

悲痛之余，周某夫妇迫切想要重新
拥有一个孩子。但由于她已经到了绝
经期，根本不排卵。

“医生说，如果想要生孩子，只能排
队等别人捐赠出的卵子，但这可能需要
几年时间。”周某说。

今年1月，周某在我市某民营医院
检查时，医生为她介绍了宾莎健康咨询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某，这对夫妇两人
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当日，双方签订了《医疗健康信息
咨询与生育互助健康管理项目委托服
务计划》，内容大致如下：夫妻交纳18
万元，宾莎公司提供2次助孕服务；如
果两次手术不成功，再次手术还需交费
2万元；如果泄漏该机构相关信息，夫
妻需要赔偿500万元。当日，夫妻就交
纳了5万元定金，为了凑集剩下的费
用，他们卖掉了自家的房子。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国法律法
规，买卖卵子是非法行为。而在当时，
夫妻二人并不知情。

今年4月至7月，周某进行了两次
手术均未怀孕。“原本说的体检、手术都
在三甲医院进行，但实际上我是被安排
在一家民营医院体检，老公取精是医院
附近一家小旅馆……”

“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能接受，就找

吴某给个说法。吴说，可以让我们去泰
国找人代孕，但要收50万元。或者再
交两万元，等待安排第三次手术……”
周某说，他们两口子身心俱疲，感觉受
到了欺骗，而找吴某退款，吴某表示分
文不退。最终，他们选择求助卫监部门
并向警方报警。

为此，我市卫监部门联合公安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10月17日，渝中区公
安分局抓获了重庆宾莎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负责人吴某。当晚，在南岸区峡口
镇西流村查获了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实验室，抓获了在场的5名涉
案人员，此行动一举查获并取缔了买卖
卵子和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非法
行医点。暂扣了违法人员的手机，暂扣
违法所得 4.1 万元，并查封了其价值
100万元的医疗器械。

目前，南岸区卫生计生监督局还在
对案件进行进一步深挖调查之中。

重庆查获首例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案件

执法人员正在执法中。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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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邱冰清）江上青，原名江世
侯。1911年农历4月出生于江苏
江都。1927年考入南通中学高中
部，受刘瑞龙、顾民元等人的革命
思想影响，当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夏，江上青转入扬州高
中，同年冬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29年出狱后，改名江上青，就读于
上海“艺大”文学系，同年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并担任“艺大”地下党支部
书记，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9年冬，再次被捕，一年后出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
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
政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上青义
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长诗《前
进曲》。该诗在当年广为流传，起
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
极作用。此后，江上青与一批热血
青年先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写
作与阅读》《抗敌周刊》等刊物，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宣传抗
日救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
想，传播革命火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
江上青发表《卢沟晓月》，表达抗日
救国的激情。全国抗战爆发后，江
上青等人组织成立了“江都县文化
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
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

传，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工作。
1938年 8月，江上青遵照党

的指示到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
领导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
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大别山区开展
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1月，皖
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中共安徽
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等派遣江
上青等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开
展工作，江上青担任国民党安徽省
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兼
保安副司令、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
治部主任。江上青等利用合法身
份，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干部，
建立抗日武装等，并在秘密党员中
建立了中共皖六区专署特别支部，
江上青任特支书记。

1939年 3月，中共皖东北特
委成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上青
为特委委员。特委成立后，积极协
助张爱萍等推动形成皖东北国共
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9年夏，江上青遭到地主
反动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
牲，时年28岁。

矢志不渝救亡图存——江上青

江
上
青
像
。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美
方日前对“301调查”报告进行的
更新，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报告
对中方进行新的无端指责，捕风
捉影，罔顾事实，中方完全不能接
受。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
新了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

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
方面进行了新的指责。

针对美方日前公布的拟加强
14项技术出口管制征求意见的通
知，高峰说，中方已注意到这一通
知，并正在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措施
进行评估。

他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
有关立法情况，视情采取必要措
施，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

美更新“301调查”报告罔顾事实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2日表示，美国官员暗示把中国

“开除”出世贸组织（WTO）注定
是“痴人说梦”，暴露出美方强权霸
凌的嘴脸和唯我独尊的心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21日，美国白宫经济
顾问委员会主席哈西特表示，中国
作为WTO成员“行为不端”，并称
要考虑是否把中国“开除”出

WTO。有分析指出，美方的发言
具有暗示的意味。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WTO是多边机构，不是美
国一家开的。WTO成员是平等
的，也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
美方个别人暗示将中国‘开除’
出WTO，虽然注定是痴人说梦，
但它也暴露出美方强权霸凌的
嘴脸和唯我独尊的心态。”耿爽
说。

美官员暗示把中国“开除”出世贸组织

外交部：注定是“痴人说梦”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麻雀叫
喳喳，艺评进万家。11月16日下午，巴
南区李家沱上演了一场新颖别致的“麻
雀艺评”基层文艺评论活动，让在场近
百名群众聆听诗歌、赏析诗歌、评论诗
歌，使“阳春白雪”走近普通百姓。

巴南区“麻雀艺评”基层文艺评论
活动创办于2017年，融展演、讲座、辅
导、沙龙、竞猜、互动于一体，化文艺理
论“高大上”为百姓可口“麻辣烫”，引领
百姓从“看热闹”到“看门道”，让文艺外
行人渐渐变成内行人。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整
场“麻雀艺评”以“诗意人生”为主题，既
设置有视频欣赏、诗歌朗诵、专家鉴赏
等学习环节，还穿插了本土诗人讲故
事、现场观众挑刺评论、诗歌知识有奖
抢答等互动环节。两个小时里，在场观
众不但充分领略了当代诗歌的艺术魅
力，还像文艺行家一样对现场展示的诗
歌作品大胆挑刺。

盲人诗歌作者舒展是李家沱街道
小有名气的本土诗人。活动中，在欣
赏了舒展的诗歌作品《盲人的眼睛》
《文学的种子》后，光明社区居民李朝
钢如此评价道：“舒展的这首诗借物抒

志，传达的都是勇气、自信。在他的黑
暗世界里，诗歌就是照亮他心灵的那
盏灯。”

“像这样的‘麻雀艺评’活动，让文
艺评论接了‘地气’。”巴南区文联主席
戚万凯介绍，自开展‘麻雀艺评’进基层
活动以来，巴南区为活动精心设计了

“精品赏析”“引你入门”“麻雀闹春”等
八大环节，已在辖区街镇举办音乐舞
蹈、谐剧小品、书法美术等艺术鉴赏
188场，有效破解了高雅艺术难以实现
大众化的难题。

如今，在“麻雀艺评”活动的带动
下，基层群众的文艺审美水平提高了，
大家的休闲文化生活也更为丰富了。
如，鱼洞街道《走进乱针绣》的鉴赏活动
后，30多名年轻姑娘加入乱针绣非遗传
承队伍，成为新生代“绣娘”；安澜镇举
办了《诗歌鉴赏》后，镇里的农民文学诗
社队伍壮大了，还创办起全彩综合季刊
《澜溪》，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巴南开展188场基层文艺评论活动

“麻雀艺评”进万家 高雅艺术大众化

图为“麻雀艺评”基层文艺评论活动现场。 记者 汤艳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