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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7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委办公室、市教
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主办的
2018年第三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发布会在璧山区御湖小学举行，30名

“新时代重庆好少年”上台接受表彰。

发布会上，“新时代好少年”们或品
学兼优、多才多艺，或自强不息、孝老爱
亲，或乐于助人、奉献社会，他们的事迹
让现场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璧山区璧山中学学生沈施延爱好
机器人制作，他曾在RoboRAVE国际

机器人大赛2015亚洲公开赛上荣获铜
牌。

忠县洋渡镇初级中学学生余辛与
奶奶、4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每天放学
后，余辛步行8公里回家，先去地里找
奶奶，一起干农活；回家后炒菜做饭，收

拾家务；照顾好弟弟睡觉后，自己再做
作业、看书、学习。

卓杨灵儿来自重庆八中宏帆初级
中学校，从4岁开始，她先后四次走进广
袤的非洲大地，深入野生动物保护区，
身体力行做野生动物的“守护天使”。

发布会上，30名重庆好少年和10
名璧山好少年集体发出倡议：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立志向、有梦想，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从小“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018年第三季度“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发布
30人受表彰

“在保护区里每天早上鸟鸣声会把
我叫醒，然后跟着爸爸出去巡逻，看看
有没有非法放牧，有没有盗猎者，有没
有动物受伤；接着在野外享用早餐，旁
边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下午，可以和
爸爸一起在我们野外的家里工作，傍晚
又出去巡逻，晚上七点回来以后就在篝
火旁边玩动物游戏，夜里听着雄狮的低
吼入睡，有时动物们会来到野保营地跟
我们打招呼。”

这是重庆小女孩卓杨灵儿在非洲
的一天。年仅14岁的她，已先后4次
走进广袤的非洲大地，深入野生动物保
护区，做野生动物保护小志愿者。12
月7日，卓杨灵儿被评为第三季度“新
时代重庆好少年”。

幼时记忆播撒下野生动
物保护种子

卓杨灵儿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非洲
名，叫做“小星巴”，这个名字，是从她爸
爸的非洲名“星巴”而来。

星巴是第一个到非洲做全职野保
工作的中国人，作为马拉野保基金会创
始人，常年在非洲野外与原始部落为
伍、与狮子为伴，守护野生动物的栖息
地。

爸爸告诉卓杨灵儿，在非洲斯瓦西
里语中，“星巴”代表狮子，他希望这个
名字能激励自己将保护狮子作为一生
的事业走下去。

卓杨灵儿记得，自出生起，爸爸就

经常跟她讲野生动物的故事。4岁那
年，她第一次跟爸爸去非洲，与野生动
物亲密接触，激动而又兴奋。

8岁，卓杨灵儿第二次去非洲，开
始接触野生动物保护的理念。回国后，
她与同学们分享“以前认为野生动物特
别是猛兽会攻击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不去伤害它们，它们不会攻击
我们。”

幼时的两次经历，在卓杨灵儿心中
悄然播下做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的种
子。

2017年第四次走进非洲

在卓杨灵儿12岁时，利用小学毕
业那个暑假，她第三次去了非洲。这一
次，她不再是游览者和体验者，她已经
做好了全身心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中的准备。

两个月时间，她深入到了爸爸工作
的奥肯耶野生动物保护区。最让她骄
傲的是可以做爸爸的小助理，帮爸爸给
其他志愿者讲解各个项目。

“保护区里有着新鲜的空气、金
黄的草原，还有成群的角马、斑马、
羚羊、大象、狮群。”回忆起在非洲的
日子，卓杨灵儿的眼神里是止不住
的光彩。

2017年，卓杨灵儿第四次走进
非洲，站在草原上，一切是那么的和
谐，地球之美展现眼前。而她却感
受到野生动物生存的危机和身上沉
甸甸的责任。

四次非洲行，卓杨灵儿参与了
两个防狮围栏的建设，帮助当地修
建野外图书馆，为保护区的首席巡
逻官做翻译（英译汉），随各国的野
生动物保护专家一起走访原始部
落、缓和人兽冲突。而让她最感兴
趣的，还是和爸爸一起为狮子建立
数据库。“我们为每一只狮子拍照
片，记录它们的年龄、脸部特征、伤
口、种群，跟踪它们的行动轨迹。”

回国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理念

目前，卓杨灵儿就读于重庆八

中宏帆初级中学校初三。回国后，她通过
野生动物保护主题摄影展和演讲的方式，
把自己在非洲的经历讲出来，希望唤起更
多人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

身边这个笑起来很腼腆的女孩居然参
加了这样一项看似遥不可及的公益活动，
卓杨灵儿的许多同学感到很惊喜，时常围
着她问这问那。

卓杨灵儿告诉大家，即便不能去非洲
大草原，也可以从身边事做起，帮助更多人
树立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劝阻
成年人不购买象牙、皮毛制品。

在非洲，卓杨灵儿看到的是爸爸和更
多中国人的坚持。“保护区里的很多中国志
愿者都离开家人，每天只能睡在树林里，冒
着生命危险保护这里的动物和环境。”她希
望明年初三毕业以后，能再次前往非洲大
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那些野生动物，
不让他们灭绝，让更多孩子还能看见它们，
而不是在书本上、在化石里。

早上被鸟鸣叫醒 夜里听着狮吼入眠

14岁重庆女孩在非洲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记者 张莎

卓杨灵儿在非洲。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
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日
就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
拘押答记者问时说，加拿大和美国
方面均未向中方提供当事人违反
两国法律的证据。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在第一时间向加方和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的严正立
场。“迄今为止，不论加方还是美

方，都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当事人违
反两国法律的证据。”

针对有关孟晚舟国籍的提
问，耿爽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孟晚舟是中国公
民。

耿爽重申中方立场，要求对方
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
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正当权益。

外交部：

加拿大美国均未提供
华为首席财务官违法证据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 叶昊鸣）记者7日从应急
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务院安委
会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试
行）》，国务院安委办会同国务院国
资委当日约谈了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约谈，中国化工集团河北
盛华化工有限公司“11·28”重大
爆燃事故（造成23人死亡）是近年
来中央企业发生在化工生产企业
伤亡最严重的事故，也是自2012
年河北克尔化工有限公司“2·28”

重大爆炸事故（造成 29 人死亡）
后，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化工事
故，影响恶劣，与中央企业形象严
重不符。

这位负责人表示，根据约谈要
求，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
有关中央企业要深刻吸取“11·28”
重大爆燃事故教训，正视当前中央
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强化
责任落实，全面排查安全风险，有
效落实管控措施，切实加强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避免类似
事故发生。

影响恶劣，与中央企业形象严重不符！

国务院安委办会同国务院国资委
约谈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2月7日12时1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沙特-5A/5B卫星发射升空，搭载发射10颗小卫星。卫
星均进入预定轨道。2颗沙特卫星是沙特国王科技城研制的低轨遥感
卫星，每颗质量为425千克，设计寿命5年，有效载荷是1台全色/多光谱
高分辨率相机，主要用于获取地面图像。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沙特-5A/5B卫星
搭载发射10颗小卫星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2月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扫黄打非”办公室
获悉，2018年以来，全市“扫黄打非”部
门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5万余件，
查获淫秽色情卡片和各类非法宣传品
190余万张（份），清理网络淫秽色情等
有害信息21万余条，取缔关闭违规网
站及APP应用7835个，捣毁“黑广播”
窝点25处。

据介绍，我市公安部门突出打源
头、到网络、破大案，切实提升打击精准
度，今年以来，查办案件179件，抓获违
法犯罪人员338人，其中刑事处罚241
人、行政处罚97人，其中“12·08”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3·05”散发色情卡
片牟利案等3起案件被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挂牌督办，其余5起重大刑
事案件正在申请挂牌督办。

在“净网2018”专项行动中，网信、
公安、文化、通信管理等成员单位积极履
职尽责，分别对两微一端、网络直播、网
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听节目等领域
进行集中整治，持续发力净化网络空间。

全市网安部门共侦破“12·08”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等涉网淫秽色情类
犯罪案件33起，办案力度较往年明显
提升。

在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筹协
调下，市文化执法总队联合巴南区公安
分局侦办了“巴南特大非法经营网络游
戏牟利案”，案件涉及全国28个省市，
涉案人员达8万余人，涉案金额5000

余万元。
市文化执法总队深入开展网络游

戏、网络文学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重
庆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擅自从事网络
出版服务案”，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从
事网络出版服务，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
所得人民币59249.88元，并处罚款人
民币329166元的行政处罚。此案被文
化和旅游部评为2018年度全国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重大案件。

在深入开展的“护苗2018”专项行
动中，市和区县两级文化执法机构出动
检查人员15151人次，在春秋开学季开
展执法巡查48次，检查文化经营场所
13741家次，立案查处182起案件，累
计罚款979200元，取缔出版物游商地

摊48家，收缴少儿类非法出版物2600
余册，处罚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
110家，取缔“黑网吧”、无证歌舞厅和
电子游艺场所212家。

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还联合多个
部门，组织开展以“护助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拒绝有害出版物及信息”为主题
的“绿书签2018”活动。各区县举办“护
苗2018”绿书签进校园宣传活动900
余场次，发放“绿书签”和宣传海报13万
余份，参加活动学生人数近30万人。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立“扫黄打非”
基层站点13002个，所有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均实现全覆盖，选取部分学
校、大型企业、旅游景区等重点单位、重
点部位，建成“扫黄打非”工作站915个。

重庆今年以来“扫黄打非”共收缴非法出版物15万余件

2018-49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
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2月8日12：00－2018年12月28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
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
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
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
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
面积
（㎡）

总计容建
筑面积
（㎡）

最大建
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备注

18107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74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D
分区D21-1/03、D21-

2/03号宗地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走马功能区
组团1分区19-7/02号

宗地

二类居
住用地

用途

一类物
流仓储
用地

83276.4

产业类别

/

≤
124914.6

土地
面积
（㎡）

89378

≤35%

可建面
积(㎡）或
容积率

≤1.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81445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出让价款起
始价

（万元）

9422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九龙坡区环
境保护局《关于
明确九龙坡区走
马功能区 19-9/
02、19- 7/02 号
宗地相关环保要
求的复函》。

G18075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序号G18074-G18075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
让。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I标
准分区I02-01-1/06

号宗地

物流仓
储用地

/ 71125 ≤1.5 / / 5904

环 保 要 求 详 见
《关于西永组团I
标 准 分 区 I02-
01- 2/06、I02-
01-1/06 地块环
保要求的复函》。

11月30日下午，福建泉州的一家
汽车销售商专程来到重庆桴之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桴之科”），
寻求合作。像泉州这家销售商一样，
放着当地或就近的服务商不用，前来
重庆与桴之科合作的，不在少数。

数据显示，在汽车行业整体低迷
的行情下，今年，桴之科营业收入不降
反增，增长率达30%。桴之科如何能
实现逆势增长？

2009年初，在知名车企工作多年
的董理理，联合10名志同道合的员
工，创办了桴之科，进军汽车后服务市
场。“当时的汽车后市场还处于初级阶
段，主要是一些硬件产品。全国有超
过1万家汽车装配企业做这块，但由
于行业缺乏统一标准,鱼龙混杂。”董

理理回忆说。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桴之科成

立仅半年，便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汽车智能钥匙
系统，董理理给这套系统取名“空手
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车主对
于汽车钥匙便利性的需求急剧增加。
使用‘空手到’，只需在汽车仪表盘下
方安装一个巴掌大小的主体机盒，便
可实现一键启动。”董理理介绍。

因其产品的稳定性能远超同行，
很快，“空手到”从行业的“追随者”变
为“引领者”。2012年，桴之科年销售
产值破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后装汽
车智能钥匙生产商,“空手到”卖进了
8000多家4S店。

但董理理并未满足，他发现，消费
者买车后的服务需求很大，除了贴膜、
加装内饰这些硬件需求，也有应急救
援、二手车评估、导航、临时汽车租赁
等。基于此，他设想了一个更大的市
场——通过建车联网研发中心，把这

些需求整合起来，通过手指触碰智能
终端就能轻松实现。

按照设想，公司投巨资打造了名
为“思锐”的车联网，包括4S店内的服
务平台、车载硬件和车主手机上的
APP客户端3部分产品。通过该车联
网平台，用户点击手机软件上的“发动
汽车”,几十米外的车就自动发动，并
启动空调；点击“网上4S店”菜单里的

“车辆价格评估”,就会有专业的评估
机构发送评估价格到车主的手机；需
要购买保险,也只需要轻轻一点,“思
锐”就会通知保险公司发送保单计划;
保养和大修时间到了,车主也会收到
自动发送的信息……

通过近十年的耕耘，目前，桴之
科销售、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并与
全国汽车经销商前100强中 80%以
上形成战略合作，累计服务车主超
过百万名。“空手到”也成为汽车后
市场电子类用品当之无愧的第一品
牌，占据后装智慧启动市场八成以
上份额。

深耕汽车后服务市场

桴之科“空手到”成行业第一品牌
本报记者 杨艺

➡12月7日，携程集团发布消息，2018中国旅行口碑榜正在火热投
票，重庆强势入围最受欢迎国内目的地、吃货必去目的地、最适宜高铁游
目的地三项口碑榜奖项，表现不俗。据了解，本次口碑榜公开投票将于
2019年1月13日截止，最终榜单将于2019年度CTF中国旅行者大会上
揭晓。 （记者 韩毅）

中国旅行口碑榜投票火热进行
重庆强势入围三项旅行口碑榜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