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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1 月 27 日电
（记者 王俊禄）英雄已逝，精神
永存。每遇清明节等重要节日，
浙江平阳各地学校师生都会走进
位于水头镇水头一小的“心平
园”，去瞻仰牺牲时年仅23岁的
抗日女战士——林心平。

来到心平园，只见一排桂花
树下立着林心平烈士的铜像，总
高2.3米，从上至下分为黄铜胸
像、青石承台和三级米色花岗岩
火烧石底座三部分，底座最下一
级前后宽 1919 毫米，左右长
1942毫米，分别代表林心平出生
和牺牲的年份，而总高2.3米表
明烈士以23岁的花季年华献身
于抗日战场。

林心平，原名梁玉。1919年
2月出生，浙江平阳人，1936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
8月参加革命，在上海从事地下
交通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任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机要秘书。
1937年11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中共中
央长江局、中共浙江省金华特委
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秋任新
四军第一支队文工团副团长。同
年冬到溧阳新昌协助开辟新区工

作。以办夜校的形式，宣传、发动
群众，组织贫农小组、妇抗会、青
抗团，并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1941年3月起，林心平任金
坛、溧阳、宜兴、武进、丹阳五县抗
日联合政府文教科科长。同年
夏，国民党保安第9旅投降日军
后，进驻长（荡湖）滆（湖）地区，袭
击我抗日部队。为扩大抗日武
装，分散敌人兵力，党组织决定由
她兼任宜兴县官村区区长，负责
开辟长滆东南边区的抗日武装斗
争。经数月工作，将张河港大河
抗日游击区扩展到滆湖南岸的新
桥一带。

1942年 6月林心平不幸被
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7
月，在江苏省金坛县官林小学被
日军杀害。遗体被敌人毁尸灭
迹，尸骨无存。

林心平：慷慨赴死的秋瑾式女英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1 月 27日晚，国际知名DOTA2
电竞赛事SLI-Major 重庆站总
决赛在重庆华熙文化体育中心落
幕，3天线下比赛吸引了1.3万人
现场观战。经过激烈比赛，
Team Secret战队获得冠军。

下午4点30分，总决赛拉开
帷幕，Virtus.pro战队和欧洲著
名战队Team Secret 上演强强
对决。晚上 8 点 30 分，Team
Secret以更加完美的表现获胜，
他们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捧起了

奖杯，并用中文说出“新年快
乐”，向中国电竞爱好者致以春
节问候。

在总决赛开始之前，Ti6冠
军、来自重庆的前Wings战队和
Ti7 冠军 Team Liquid 战队带
来了一场BO1表演赛。最终，前
Wings战队获胜，现场掌声和欢
呼声经久不息。前Wings战队
选手周扬说，国际知名的电竞赛
事在西部地区举办非常难得，这
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重庆电竞产
业的发展。

SLI-Major重庆站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 26
日，重庆市代理记账行业举行授牌活
动，200余家代账机构拿到了“《诚信公
约》签署单位”牌匾，并承诺“诚信服务、
规范执业、公平竞争”。这也意味着，重
庆代理记账行业迈出了将行业诚信建
设纳入重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
一步。

重庆市微型企业协会代账行业分

会（下称重庆代账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长期以来，代账行业存在不少
代账机构恶性低价竞争的乱象。更有
甚者，先通过低价揽客，后通过合同设
置的陷阱加价欺骗需要代账的企业。
此外，有的代账机构甚至还专门派人去
别的代账机构卧底，盗取客户信息、挖
会计骨干人员和销售人员，致使该代账
机构遭受巨大损失。

受行业乱象冲击，整个代账行业服
务价格持续走低，加之人工成本和房租
持续上涨，代账机构日子普遍不好过。
与此同时，低价抢客也导致行业服务质
量降低，一些被代账的企业可能因此出
现少报、多报或漏报税收以及财务凭证
不规范等财务问题，从而给企业依法纳
税、融资等造成隐患。

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提升为企业

代账的服务质量，重庆代账行业协会制
定了《重庆市代理记账行业诚信公
约》。日前，重庆200余家代账机构签
署了该公约并参加了全国代账行业首
届诚信亮证节。接下来，该协会将协助
政府相关部门，逐步推动建设诚信档案
和行业黑名单制度，对代账机构进行诚
信等级分级，把代账行业乃至整个会计
行业诚信建设纳入重庆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今后，被纳入黑名单的代账机构
将进入不了政府采购名单，并有可能被
取消代账许可证；被纳入黑名单的会计
人员，代账机构将不予录用。

重庆把代账行业诚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1月22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9年文物考古学术报告周”举办第
二场讲座。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
工程专家库专家、重庆市政府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专家组专家袁东山以《文化遗
产保护的重庆理解与行动》为题，结合
钓鱼城遗址等文化遗产的考古发掘和
活化利用实践作了讲座。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有哪些价值？
重庆如何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针
对这些市民关心的问题，讲座结束后袁
东山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文化遗产承载着鲜活的历史

重庆日报：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袁东山：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
曾说：“文化遗产这一得天独厚、无以估
量的文化资源，其潜在的巨大综合效
益，定能转变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宝贵财
富和不竭动力。”

重庆日报：文化遗产有哪些价值？
袁东山：文化遗产拥有历史、艺术、

科学、精神、旅游等多种价值。认识文
化遗产并加以保护是因为它们的内在
价值——文化遗产是再现真实历史的
证据。它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
惠于未来。它是具有生命的。

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将动工开建

重庆日报：文化遗产保护中，大遗
址保护广受关注。我国大遗址保护经
历了哪些历程？

袁东山：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历程，
即1949年以前的从可移动文物到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阶段、1949到2005年之
间的从文物到文化遗产（遗址到大遗
址）保护阶段和2005年以来从大遗址
保护到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阶段。

重庆日报：针对大遗址保护，国家
层面有哪些行动？重庆又有什么案例？

袁东山：2005 年，中国正式启动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截至目前，我
国有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2013
年，钓鱼城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这是我市目前唯一一处。
此外，钓鱼城遗址考古还曾获得田野
考古奖（中国考古界最高奖）三等奖等
众多奖项，这是对重庆大遗址保护工
作的肯定。

去年1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还成立了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将在重
庆宋蒙战争山城遗址群的科学研究、考
古发掘、保护规划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重庆日报：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进展如何？

袁东山：2019 年春节后，钓鱼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进入正式建设阶
段，工程预计需要两年时间，建成后市
民可近距离感受钓鱼城遗址的历史厚
重感。

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
正完善设计方案

重庆日报：在重庆母城渝中半岛，
有什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案例？

袁东山：作为重庆已发现的等级
最高、价值极大的历史建筑遗存，位于
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
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
考古的重大空白，它曾入选 2012 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发掘期
间，重庆市文物局及重庆市文化遗产
研究院组织召开多次专家论证会，邀
请多名国内专家，对遗址进行实地踏

勘、论证。
重庆日报：老鼓楼衙署遗址的重要

性有哪些？
袁东山：专家一致认为，老鼓楼衙

署遗址在南宋时期，当为四川制置司及
重庆府衙治所。明清时期，作为重庆府
署及巴县署，遗址又经过多次修葺利
用。

专家指出，老鼓楼衙署遗址的重要
性远远超越了省域的影响，在南宋时期
仅次于都城。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重庆
城市沿革变迁、川渝地区古代建筑及宋
蒙战争史都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延续
城市文脉等，具有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
和展示利用价值。

重庆日报：老鼓楼衙署遗址如何活
化利用？

袁东山：在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保护规划中，提出了建设重庆城市历史
遗址公园的概念规划，包括“一线四片”
的构思。“一线”即以老鼓楼衙署遗址为
中心，向北经人民公园延伸至解放碑，
向南与长江滨江景观带相接，形成独具
特色的重庆城市历史展示线路；“四片”
以不同时期文化史迹为载体，以时间为
线索，串联四大片文化史迹——抗战文
化史迹、衙署文化史迹、开埠文化史迹、
城防文化史迹。

保护规划等方案尚在完善之中，方
案确定后，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将动工
建设。

文物工程专家详解重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本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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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矿坝决堤事故死亡人数升至34人

➡巴西消防部门26日通报说，米纳斯吉拉斯州一处铁矿废料矿
坑堤坝25日发生的决堤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4人。据通报，
目前已有至少189人脱困，但是仍有299人失踪。 （据新华社）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上清寺电
车、20 世纪 80 年代的牛角沱立
交 ……1 月 24 日，“走进中山四
路”主题影像展在渝中区中山四
路曾家岩书院开展，展览分为纪
录片《走进中山四路》和图像展两
大部分，展现了中山四路近百年的
历史。

纪录片《走进中山四路》时
长 30 分钟，讲述了 3 位来自不同
城市的背包客相约中山四路，行
经三条风格各异的线路后于曾
家岩书院汇合，并在其中一位身
为老街爱好者的背包客带领下，

共同游览中山四路的故事。画
面涵盖朝天门码头、解放碑、长江
索道、重庆人民大礼堂、通远门、
皇冠大扶梯、三层马路等数十个
地标，生动展现了重庆的多元化
交通、城市建筑、历史景点、地形
风貌特色。

图像展内容划分为烽火记忆，
书香名校，定格历史，江岸桥都，燃
情岁月，城市足迹等 6 个主题板
块，共展出影像作品200余幅。

图为市民在现场观展。
记者 王丽 齐岚森 摄影

报道

主题影像展讲述中山四路百年历史

● 钓鱼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是我市目前唯
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成后可近距离感
受其历史的厚重感。

● 老鼓楼衙署遗址
保护规划提出了建设重
庆城市历史遗址公园的
概念规划，包括“一线四
片”的构思

深耕重庆20载，兴茂从万州起
航，怀揣“保品质、讲诚信、重管理、创
品牌”的初衷行稳致远。航程之中，他
们创造过一个个城市建筑的经典，也
见证过大江大河注视下的城市发展。

20年锤炼，兴茂已成长为中国地产
界知名品牌。如今的兴茂，不仅继续为重
庆而奔跑，还将为重庆而转型提速——抢
先布局文旅、康养等新时代新兴产业，
以“责任、创新、突破、变革”为理念，提前
跳脱传统产业浪潮，一跃而成新时代新
变局下的文旅度假先行者。

创生
深耕20载 责任赢未来

1999年，兴茂集团正式诞生。经
历20年跨越式发展，从区域性开发商
转型为全国运营商，并成功跻身中国
房地产百强企业行列。从兴茂花园第
一个房地产项目在万州问世，到成功
开发兴茂翠园、兴茂御景江城、兴茂盛
世华都、兴茂盛世银座等数十个项目，
兴茂集团以超越当地建设、规划的水
平，逐步发展成为业主信赖、社会追
捧、政府认可的品牌开发商之一。

2002年，集团战略核心转移，挥
师重庆主城市场，以体系化、规模化的
开发模式加速了区域板块发展。其

间，逐步布局物业、建筑、文旅、康养等
产业，连同房产、商业形成六大核心板
块产业，先后获得中国房地产开发百
强企业、中国旅游杰出贡献“飞马奖”
等数百项荣誉。

品牌重在积累。与20年蓬勃发
展相伴的是兴茂集团对公益慈善事业
的执着。多次参与慈善项目、晚会。
抗震救灾、济弱扶困、捐资助学，多年
来，成功帮助贫困学子迈入高等学府、
困难群体享受美好生活，这些担当，成
就和筑牢了兴茂的品牌力量。

跨越
注入文旅基因 打造匠心景区

文旅融合是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
追求的必然要求。当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生活上过得去，
而更注重追求生活上高品质，旅游进
入大众化时代就是一个生动体现。

兴茂敏锐地察觉到文旅对于高品
质生活的基因属性，提早一步推动文
旅产业的落地破题。兴茂集团掌舵者
董事长杨茂新便决定全面实施战略转
型，以国际视野、世界眼光、远大格局，
率先布局文旅、度假、康养等产业，以
安徽六安为战略实验区，打造“兴茂国
际旅游度假区”大型旅游品牌IP。

变局之中，探索不止。十多年来，
兴茂集团联袂国际康养机构、世界旅游

研究院、著名设计师，经过不断地探索、
研发，将文化、运动、旅游、度假、养生、健
康等业态融合，形成以文化小镇、运动
基地、康养基地、研学游基地、生态有机
种养殖基地等主题业态为核心的“兴茂
式”度假区，并以每2年投资50-100亿
元的标准，打造集康养、度假、拓展、研
学、美居于一体的区域旅游集散地，致
力于成为当地城市旅游名片及旅游集
散中心，成为全国人们“养生度假、寓教

于乐”的首选地。其中文化小镇传承地
域文化，形成特色鲜明的商业小镇；运
动基地以高规格、高标准担纲运动健身
等度假生活需求；康养基地依托原生态
资源和先进的健康管理体系，打造全龄
康养胜地；研学游基地围绕科普、军事、
文化、礼教等多方面培养孩子良好习
惯，提升孩子素养，助力孩子成长；生态
有机种养植基地以生态科普乐园为核
心，满足亲子采摘、农耕体验、亲近自然
等田园牧歌式需求，成为众多度假人群
争相打卡的目的地。

截至目前，兴茂已成功运营兴茂
悠然南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兴茂悠然
蓝溪国际旅游度假区两大国家4A旅
游景区，来安·兴茂国家旅游度假区、
桐梓·兴茂国际旅游度假区等11座国
际旅游度假区。其中，兴茂悠然南山
度假区连续6年举办世界ITF网球公
开赛，并获得了世界网联授予的“世界
最美球场”称号。兴茂悠然蓝溪度假
区连续多年举办“大别山（金安）国际
马拉松”等大型赛事，已成为皖西区域

亮丽的城市名片，成功为全国旅游度
假景区开发、建设、运营塑造了对标和
参考案例。

展望
把握当下机遇 成就度假区名片

新时代赋予新责任，新征程唤醒
新担当。势如朝阳的文旅产业发展如
春潮，兴茂勇立潮头，凭借强大的资金
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通过自身的矢
志创新，已经提前交出了一份让业界
叹服的成绩单。显然，他们抓住了先
机，实现了落地，成为行业内新型旅游
度假产业的先行者。

对于未来，兴茂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各地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之
下，兴茂集团将继续以国家城市集群发
展战略为导向，以安徽等华东区域为战
略核心区、辐射湖北等华中区域，重点
布局云贵川渝等大西南区域，加快完善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集群区域战
略规划布局，以规模化、标准化、高品
质、高标准的度假区，回报政府、社会各
界、旅游爱好者的信任和厚爱。兴茂人
坚信，当下所走的这段路，通向的正是
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诗与远方。

张婷婷
图片由兴茂集团提供

塑格局 求变局 谋破局

兴茂 精耕重庆20年 赋能文旅再出发

桐梓桐梓··兴茂国际旅游度假区鸟瞰图兴茂国际旅游度假区鸟瞰图

机构名称：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渝北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高凛
机构编码：000060500112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紫荆路39号商铺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安路2号3幢1-1（2-7室）
成立时期：2012年09月11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3010277
业务范围：车险理赔案件的查勘、定损、理算；车险案件单证收集；

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