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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重庆是个好地方”“祝福重庆”“为重庆点
赞”……2018年 12月 31日晚 9时至 12时，

“赏两江璀璨夜景 记者水陆空带你重庆跨
年”活动举行。央视记者兵分三路直播重庆跨
年夜夜景，全国各地网友在央视新闻微博、直
播评论区等平台上对重庆夜景赞叹不已，直播
开始5分钟就涌现近200条评论留言。

重庆夜景是重庆旅游的一张国际名片。
本次直播活动由中央电视台、市委宣传部等主
办。央视记者在直播中带领观众从水陆空三
个角度接力式观赏重庆跨年盛景，呈现重庆独
特的地理和人文之美。

重庆日报记者观看了直播，并在直播开始
前多方实地采访。

陆地 美食加美景迎新年

棉帽、手套、口罩……2018年12月31日
晚，江风呼啸而过的千厮门大桥上站满了熙熙
攘攘的游客，他们“全副武装”，一起感受迎新
年的喜悦。央视直播从这里开始，让观众感受
到嘉陵江两岸的跨年之夜。

“桥上风很大，冻得直流鼻涕，但桥上的风
景真是值得一看。”重庆师范大学大一学生孙
雨琦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到千
厮门大桥，只要下面有地铁经过，桥面就会震
动，她感觉非常刺激。

“注意抓拍”“打开滤镜”“把我的大长腿拍
美一点”……再大的风也抵挡不住女孩们拍照
的热情。“重庆的夜景真的很美，随便一拍就是
海报级作品。”山西游客李子辛和男朋友边走
边拍，她说，在这样的夜晚跨年意义非凡。

位于洪崖洞11楼的城市阳台建在洪崖洞
房屋顶上，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站在这
里，低头，可俯视洪崖洞层层叠叠的屋顶和嘉
陵江色；抬头，造型优美的千厮门大桥呈现眼
前，一桥飞架两岸。

凉粉、抄手、手工小糍粑……洪崖洞4楼
的巴渝民俗美食街让人眼花缭乱，这样“诱人”
的画面通过直播让全国观众看到。“既可以拍
照片、赏夜景，还可以品美食、选特产。”辽宁游
客吴玲芳一边吃着酸辣粉，一边询问特产的价
格，“虽然有点拥挤，但真的喜欢这种热热闹闹

的氛围。”

空中 俯瞰山水美景交相辉映

“在索道上看到波光粼粼的江水、长江两
岸壮观的建筑，心情太爽了！”体验了长江索道
之后，成都游客孙女士说。

昨日下午4时，记者来到长江索道渝中
站，此时大量游客正在排队，院坝中的座椅上
坐满了游客，以年轻人居多。游客中心上方的
显示屏上，显示渝中站当天已售票6317张。

浙江杭州游客徐女士排队3个小时才进
入长江索道车厢。她认为，长江索道极具重庆

特色，这样的体验非常独特。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李雪是河北人，

电影《周渝的火车》让她对长江索道产生了浓
厚兴趣。2013年来重庆求学不久，她就和同
学相约前去体验长江索道。“在空中，可以感受
到重庆壮丽的山水景观，这种磅礴大气的景象
和北方平原城市截然不同。”她说。

水上 感受夜景的梦幻气息

游轮在江中慢慢行驶，央视记者镜头里呈
现出重庆的璀璨夜景。洪崖洞、千厮门大桥、
重庆大剧院的美丽景色让人陶醉不已……

昨晚，记者在朝天门码头看到，这里江风
凛冽却热闹非凡，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一
艘艘游轮满载游客启航，在江中欣赏重庆夜
景。“吹着江风特别冷，但一家人有说有笑，非
常高兴能在重庆两江游轮上迎接新年。”辽宁
游客王强说。

82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古月说，重庆夜
景已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上世纪80
年代的夜晚，在枇杷山上看到的夜景非常单
调，只能看到江对岸星星点点的建筑。”他感慨
道，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如今的夜景真是美得不得了！”

洪崖洞品美食 长江索道上赏夜色 两江游轮上吹江风

重庆夜景获全国网友点赞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王丽 实习生 胡莉雯

“观测设备可以调得再高一些。”“把交流
线搭上去，地线铺好。”

2018年12月31日，湖南省怀化市的雪峰
山上，零下2℃。

一大早，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建在这里
的全球首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基地，就开始
热闹起来。这一天，团队要进行的最重要工作
是覆冰绝缘子闪络（断电）试验（绝缘子是一种
特殊的绝缘控件，在输电过程中必不可少）。

用两把椅子拼成一个简陋的工作台，放
上监测图像的电脑和高速摄像机；工作台两
侧，分别有一台监测电流的电脑和另一台相
机……早晨8点开始，为研究电网覆冰这一世
界级难题，学院蒋兴良教授带领14位博士、硕
士研究生就将用于试验的线路、监测仪器等逐
一布置好。

坝子里，则摆放着两天前搁置好的十几个
绝缘子柱。柱体上的每个绝缘子，都已覆盖上
厚厚的冰层。

“我们从10多个省份搜集了不同情况下
的研究数据。”博士生刘延庆介绍，这些绝缘子
柱上面，分别有不同厚度的覆冰或不同程度的
污秽物，可分别模拟高海拔高寒地区覆冰状
况，或者污染比较严重地区的覆冰情况。

“电网覆冰导致闪络，是全世界目前都无
法解决的难题，情况非常复杂。”蒋兴良说，自
己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覆冰绝缘子闪络，覆冰

闪络机理复杂，需要进行长期、大量的试验，以
得到不同情况下电网覆冰闪络的规律。

在这里，半山的树枝、屋顶的管道、木门板

上的圆柱体等，都是蒋兴良团队测量的对象。
“每一个直径不同的物体，都代表不同粗

细的导体。”博士生韩兴波说，选择不同的对
象、在不同的时段测量覆冰的情况，可以分析
出极端条件下电网覆冰的规律。

读博士三年级的王洋洋研究的方向是电
脉冲脱冰。一大早，她就和师弟开始用铝皮、
木头等，自己动手做一个覆冰支架。

“我们可以在铝板上放置多个不同种类的
铁盒子，在里面盛满水等待覆冰。”王洋洋解释
说，等覆冰后，再使用电脉冲促使这些铁盒子
从铝板上脱落，从而得出不同情况下使用电脉
冲脱冰的数据。

研究生毕聪来则来到雨凇塔下。这里，悬
挂着5个圆柱体的旋转导体，它们也都是团队成
员自己动手做的，从5厘米到30厘米粗细不等。

每分钟，这5个旋转导体便会匀速地旋转
一周（360度）。夜晚是旋转导体覆冰最快的
时候，所以团队会选择不同的时间段甚至半夜
进行测量，而根据测量的数值，可以分析出风
力、温度、湿度等不同气象情况对覆冰的影响。

毕聪来说：“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在
同样气象条件下，电网防灾部门可以做怎样的
应对措施。”

……
夜深了，基地里仍随处可见科研团队成员

们在冰雪中忙碌的身影。

覆冰作证：他们从早忙到晚
——重庆大学电网覆冰科研团队雪峰山上迎新年

本报记者 李星婷（发自湖南）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018年12月
31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
队消息称，到2018年12月31日20时，滞留在
洪安收费站长达7公里、600多辆车全部分流
完毕。

据介绍，由于湖南境内大雪、道路结冰，
2018年12月30日晚开始，执法部门关闭G65
包茂高速秀山至洪安段省际出口收费站。洪
安收费站是重庆通往湖南的最后一道关口。
到2018年12月31日上午10:30，洪安收费站
内外已有600多辆车滞留。

昨日上午11时，秀山县交委、高速公路第
三支队五大队及重庆高速集团东南运营分公
司为滞留的驾乘人员发放应急食品及热水。
昨日14时30分，湖南地区气温升高，路面情
况好转，重庆高速执法人员开始对滞留车辆分
段带道通行，进入湖南内后，再由湖南高速交
警带道通行。

据介绍，从2018年12月29日19点至12
月31日10时，重庆高速集团东南营运分公司
对渝湘高速公路黔江、酉阳段和秀山段实施融
雪作业，共使用融雪剂 295.9 吨，作业里程
2721公里。同时，为司乘人员免费提供方便
面、牛奶、面包等餐饮用品。

滞留渝湘高速公路重庆段
600多辆车全部妥善分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记者 郁
琼源）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取消20项
税务证明事项的公告，决定取消20项税务证
明事项，涉及168项具体办税事项，切实精简
企业和个人办税需提供的有关证明。

从涉税领域来看，取消的20项税务证明
事项涉及税款征收1项、税收优惠19项。

公告明确，税款征收类取消了“不可抗力
的事故证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需要延期缴
纳税款的，不再需要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遭遇
不可抗力的事故证明，改为在申请延期缴纳税
款书面报告中对不可抗力情况进行说明并承
诺属实，税务机关事后根据需要进行抽查。

取消涉及税收优惠类的19项证明，涵盖
了167个具体办税事项，包括35个办税事项
所需的“单位性质证明”、91个办税事项所需
的“房屋、土地权属证明”、9个办税事项所需
的“土地用途证明”、5个办税事项所需的“个
人身份证明”，以及其他27个办税事项所需的
产品合格证明、中介机构专项报告等。

取消的20项税务证明事项中，5项属于
原本需要纳税人专门另行找第三方出具的证
明，其余15项是纳税人自有的法定证照等基
本资料。

公告明确：部分事项改为通过政府部门间
信息共享或内部核查替代，比如工商营业执
照、参加社会保险证明等，部分事项改为行政
相对人在申报表中直接填写有关信息，部分事
项改为行政相对人自行留存有关法定证照以
备税务机关事后核查，比如残疾人证明、单位
性质证明、房屋、土地权属证明等。

税务总局再取消20项
税务证明事项

菲律宾强降雨已致死68人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2018年12

月31日说，菲中部和北部地区连日来的强降
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遇难者人数已上
升至68人，另有18人失踪。 （据新华社）

本报纽约电 （首席记者 彭瑜）“中国范
儿就是这么的气派，中国范儿就是这么这么
帅……”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2月30日下
午6时，一首《中国范儿》响彻纽约时报广场。
尽管距离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还有
一天的时间，但来自中国重庆文化旅游推介团
的精彩排练一样吸引了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一会儿翻江倒海，一会儿腾空而起……广
场中央，重庆铜梁龙特色文艺节目表演队的排
练，引来游客驻足观看，整个舞台被围得水泄
不通。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说，太精彩了，31
日的新年倒计时盛典，她还要来看。

同样在纽约时报广场，来自小康集团的首
款电动智能汽车赚足了眼球。据介绍，这是纽
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暨水晶球降落庆典举
办111届来，汽车产品首次登上纽约时报广
场。

现场观看、拍照、咨询这款汽车的人很
多。小康集团负责人称，首款电动智能汽车登
上纽约时报广场，让世界见证了“重庆制造·智
慧重庆”的实力。

中国重庆文化旅游推介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31日将同时举行的重庆文化旅游媒体见面
会暨图片展已准备就绪。届时，通过展播重庆
城市形象广告片、VR体验、图片展及接受媒体
采访等形式，重点宣传推介以长江三峡为主的
自然旅游精品、以大足石刻为主的人文旅游精
品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荣昌夏布、知
名品牌刘一手火锅也将在图片展上亮相。

“重庆元素”将舞动
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庆典

元旦假期记者走基层②

故宫元旦起扩大开放区域
➡记者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从故宫博物院

获悉，为提升广大观众的参观质量，缓解故宫
神武门外观众疏散压力和景山前街城市交通
压力，故宫博物院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开
放神武门外至东华门外的故宫城墙和筒子河
之间的通道。

2018年12月31日晚，万州区高笋塘商业圈，市民收看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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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12月31日晚，辞旧迎新
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壮阔
激荡的时代精神，催人奋进的赤热情怀，温暖
人心的真诚话语，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
反响。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真挚朴
素的话语催人奋进，温暖人心。”2019年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作为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基层干部，城口县沿河乡党委书记、乡妇
联主席吴雪飞说，一定牢记嘱托，站在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潮头，带领大家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咬定目标使劲干，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感谢习近平主席对奋战在脱贫一线
同志们的牵挂，我们一定保重身体，努力为群
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事，用干部的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吴雪飞表示，要把党和
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实到基层，让群众少跑路；
落实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愿望和心声，解决
群众的困难问题，用心、用情、用行动走近群
众，与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完成
脱贫攻坚历史使命。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新闻
学专业研究生李宁，通过中央电视台网络版聆
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2018年，我们
国家取得了诸多成就，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
射，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港珠澳
大桥飞架三地，扶贫事业取得显著成效。”李宁
告诉记者，她很庆幸生活在这个繁荣和平的时
代，也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作
为一名即将踏出校园的“90后”，李宁希望将
来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所学所长，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力量。

晚上7点，互邦公司“雷锋的士”司机覃忠
正驾驶出租车将一位乘客从江北送往南岸。
收音机里，传来了习近平主席温暖有力的声

音。覃忠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情感真
挚、话语亲切，让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开
了这么多年出租车，搭载了不计其数的乘客，
他们衣着的变化，谈吐的变化，都让我感受到
老百姓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为祖国的繁
荣强大而自豪。“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
到，多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这就是真真
切切的民生福利。”覃忠说，一直以来，看病难、
看病贵是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心病，国家的重
视，必将促使这个现象有所改变，他相信未来
会更好。

在火车北站北广场候车厅，忙完一天的青

年志愿者张云杰拿着手机观看了习近平主席
发表新年贺词。“‘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
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
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守护者。’习近平主席的这些话，让我们倍
感温暖。”张云杰感慨地说。自北广场投用以
来，他和志愿者伙伴们就长期驻守在这里为来
往旅客提供服务，节假日也不例外。张云杰表
示，未来自己愿意和重庆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
一起拼搏一起奋斗，为更多人提供优质的志愿
服务，让重庆充满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

在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老人们围坐在
电视机前收看了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现在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老百姓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振奋人
心哪！”住在福利院福寿楼的蒋先赞今年85岁
了，他动情地表示，这几年国家发展越来越好，
政府在民生领域投入也越来越多，福利院的建
设发展也越来越好，大伙儿住在这里既放心又
开心。“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
的关心。虽然大家年事已高，但有信心保重好
身体，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一起见证新时
代的进步与发展。”蒋先赞乐呵呵地说。

团市委机关干部穆龙和家人一起收看了
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他激动地说：“习
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给人力量，催人奋进，我
由衷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庆幸自己可以生
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共青团的青
年干部，将更加努力扎实工作，点燃青年筑梦
之志，搭建青年建功舞台，凝聚青年，在新的一
年里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创造出不
负青春、不负时代的业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书写人生华章。”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
繁荣发展的活力。这一年，我真切感受到了！”
昨晚，家住沙坪坝大学城的94岁老人吴宗熹
一家四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习近平主席
发表新年贺词。去年12月，吴老在子女陪伴
下搭乘高铁从重庆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参加了
家族祠堂的落成仪式。“这次回家，感受到家乡
的巨大变化，非常开心。”吴老说，“我亲历改革
开放4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健康快乐地
安度晚年，由衷地感恩祖国。”2019年将迎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吴老衷心祝愿
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愿祖国的未来更美好。

（本报记者陈波、周尤、颜若雯、杨铌紫、周
松采写）

满怀信心和期待迎接新一年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引发重庆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