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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6月13
日，2019年重庆中考进入第二天。考
试结束后，市教委组织命题专家和一
线教师对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
的试题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数学：
新增函数探究题，考查数学文化

“数学试题注重基础测试，没有偏
难怪题。”数学学科命题专家介绍，今
年的试题对初中数学核心知识进行了
重点全面的考查，同时对基础知识的
考点进行了适当地调整，如考查了三

视图、科学记数法等，更加注重对学生
在学习数学知识中过程性的考查，如
统计考查了学习处理数据、分析数据、
用数据说话的能力；函数更加注重对
函数学习过程的考查。

今年的数学试题还注重体现时代
气息和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的理念。试题中体现了数学文化，如
程序图，测量物体的高度等，防溺水关
爱生命、视力保护、健康生活、精准扶
贫、垃圾分类、环保袋的使用等内容。

道德与法治：
华为5G技术、学习强国等入题

“今年的道德与法治学科试题，意
在引导学生关注时代、关注国家大事，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与责任担当。”道德
与法治学科试卷命题专家称，试题紧
扣时代脉搏，选取了与学生生活、社会
热点等紧密相关的内容，凸显出试题
的生活性、时代性。例如，2019年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农民丰收节、
学习强国、电子商务法、空铁联运、华
为5G技术、民营经济等被列入试卷。
此外，试题还以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为
题干，例如第14题以家长每天在校门
口接送学生造成交通拥堵为例，让学
生结合“自由有红线”和“法律连线”等
内容，谈对行车自由的理解。

重庆八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解
亚伟认为，今年的中考试卷形式丰富，
有漫画、情景设置、故事案例、时事评

论、表格填写、微视频宣传栏等。试题
回避了直问式的表述方式，具有探究
性的特点，为学生在更大的跨度、更广
的范围去思考和答题提供了空间。

历史：
摒弃死记硬背，学会专题整理

“今年试卷在题型结构、内容比例
等方面与往年保持一致，但在切入角
度、问题呈现形式、情景创设方式等方
面有所创新。”历史学科命题专家介
绍，今年中考试题注重对学生能力和
素养的考查，以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
思路来构架，例如，让学生总结中国和
非洲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共
同经验等。

珊瑚中学历史教师杨泽民表示，
试题力图扭转学生孤立、僵化、片面认
识历史现象的问题，考查学生历史思
维能力，学生学习历史不要死记硬背，
要学会进行专题整理，例如，国家大政
方针、时事热点等方面。”

中考第二日，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考试结束

命题体现时代气息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13日，
市委网信办召开全市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市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不断加强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管理，进一步壮大网上主流思想
舆论，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会议强调，要以迎接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为主线，精心组织开展
网上宣传引导，推出更多优质的网络
内容产品，不断增强网络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推进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
作，推动全市网信工作在守正创新上
取得更大成效，更好肩负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管理责
任，加强行业自律，调动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网络传
播秩序，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会议为2019年新获得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资质的重庆商报社、重庆青年
报社、今日重庆杂志社、三峡都市报社、
巴渝都市报社、武陵都市报社等6家单
位颁发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对华龙网、人民网重庆频道、新华网重
庆频道、上游新闻网、视界网、重庆日报
网等6家2018年度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考核优秀单位进行了表彰。

全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创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
进一步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彭瑾）6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该区星湖学校在
重庆率先开设儿童哲学启蒙课程，并
获得国家级学术科研机构立项。

据介绍，星湖学校在近日举办了
儿童哲学启蒙课程发布会，并通过师
生“微课堂”形式展示了《君子和而不
同》儿童哲学启蒙课例。

在《君子和而不同》课例展示中，
老师设计了“寻找生活中事物的和而
不同”“理解与人相处的和而不同”“国
家层面的和而不同”三个板块，借助编
钟、过年习俗、土楼等，让学生在活动
中思考、体验、合作，引导学生理解

“和”与“不同”的含义。
重庆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邓卓明表

示，在小学课堂开设儿童哲学启蒙课程在
重庆属首次，在国内也并不多见。儿童哲

学教育非常有价值，其立足于弘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启蒙学生哲学思想，可为今
后更高层次的哲学思辨奠定基础。

据介绍，该校的儿童哲学启蒙课
程重在哲思与启蒙，富于童趣和故事
性。课程覆盖小学6年，选择适合各
年龄段的中国古代经典哲理名句，每
学期18句，每学年36句，小学6年共
216句。校本教材以统一的经文、出
处、注音、经文大意、哲理视角、哲理启
示、故事教材体例，活泼生动地启迪儿
童智慧，培养儿童发现、辨析、判断、创
造能力，系统培养小学生哲学思考能
力。

星湖学校校长张先彬表示，此次
儿童哲学启蒙课程获得立项，是该校
继《深度教学培养小学生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实证研究》获得教育部立项
后的又一次国家级立项。

两江新区小学在渝首开儿童哲学启蒙课程

专业服务业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与产业优化升级的新动力，为此，渝中
区提质发展专业服务业，使之成为产业
发展新引擎。

近一年来，渝中区抓住重庆自贸区
与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机遇，围绕制
度创新和项目落地两大关键，高标准、
高层次、高水平推进渝中板块建设，形
成超60家品牌专业服务机构聚集自贸
板块、近3000家专业服务机构集聚解
放碑和大石化区域的双核驱动格局，以
及以法律服务、会计评估、工程管理、房
地产顾问、保险经代、人力资源六大重
点领域为支撑，涵盖10个大类29个小
类的专业服务产业体系。2018年，全行
业实现增加值222.6亿元，占全区GDP
的18.5%，五年年均增速为13.2%。

引“外脑”
助推企业加速“出海”

2018年3月28日，新加坡时间上
午9点，全亚洲首个奥特莱斯房地产投
资信托——砂之船房地产投资信托
（Sasseur REIT）正式在新加坡交易
所主板上市。

砂之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市值

约为9.44亿新元，初始资产组合包括
四家奥特莱斯商场，位于中国重庆、
璧山、合肥和昆明，总建筑面积约
37.16万平方米。

这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首个在新加
坡交易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项
目。在业界看来，它对商业地产开发融
资退出渠道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探索利
用跨境融资新模式均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和带动作用。

砂之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成功上
市，要给世界五大房地产咨询机构之一
的仲量联行记上一功。正是因为该机
构的合理预测盈利潜力，科学测算项目
综合收益，得出公允的市场价值，才为
项目成功上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渝中区正在集聚更多的金
融机构，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渝
中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仲量联行

等国际知名专业服务机构集聚优势，为
渝中服务贸易特色产业园内的企业开
展战略策划、行业培训、信息发布等服
务，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2018年，全区专业服务业实现服务贸易
额1.7亿美元。

添龙头
催化专业服务带动功能

德勤华西区及德勤全球交付中心
自落户重庆市渝中区，经过快速发展，
其业务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18年12
月底，德勤在渝员工总数已近2300人，
办公面积达到逾20000平方米，预计
2019年底总人数即将超过3000人。

“渝中众多门类云集的专业服务机
构，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如索
通、中伦等涉外律所，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以及戴德梁行、世邦魏理仕等，都是
我们合作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勤相关
负责人说，比如德勤华西区总部正式搬
迁到解放碑时，前期的选址工作得到了
戴德梁行的大力支持，为德勤顺利搬迁
提供专业的服务。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建银
造价咨询、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等
一批专业服务企业加速集聚在渝中。
接下来，渝中区还将在分类发展工程咨
询机构方面下足功夫，鼓励赛迪、华兴
等工程咨询等龙头企业打造成为全过
程工程咨询机构，加快拓展东南亚、中
东、非洲等潜力较大的国际市场，引导
其他中小规模企业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和管理水平。

这些行业龙头的“添加”，无疑都将
进一步做大渝中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朋友圈”。这也意味着，更多优秀企业
可以在新一轮发展中跨地域、跨行业参
与产业链分工，推动金融、科技、信息、
设计、商务等优质服务要素向专业化和
中高端拓展。

建高地
打造涉外法律服务示范高地

5月22日，位于解放碑环球金融中
心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赴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设立办公室，为渝企踏入国际
市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全
面、高效的专业法律服务。

据了解，段和段是中国第一家由回
国留学生创立的合伙制律所，也是中国
法律界最负盛名的提供高端涉外法律
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先后在柬埔
寨金边、日本名古屋、西班牙马德里等

地设立海外办公室，为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中亚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及
贸易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渝中区依托索通、中豪、静昇、上
海段和段、香港其礼等品牌机构，一直
在努力探索打造重庆市‘涉外法律服务
示范高地’，助力法律服务业提质发展，
加快推动专业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渝中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目
前，渝中区有律师事务所120余家、执
业律师1455名，2018年实现法律服务
收入7.8亿元，为渝中区打造涉外法律
服务示范高地奠定了基础。

2018年8月，渝中区政府与市司法
局、市律师协会、西南政法大学签署了
《渝中区涉外法律服务示范高地合作框
架协议》，一方面能为企业提供优质高
效法律服务，另一方面也为重庆市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
中心提供专业支撑。

“接下来，渝中区将持续推进律师
事务所转型升级，引导事务所参与自贸
区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制
改革、涉外法律服务，以点带面聚集放
大，继续探索打造全市涉外法律服务示
范高地。”渝中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 文/郭欣欣

瞄准高端市场发力专业服务

渝中区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菡）6月13日，中国新闻年鉴
第38届全国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来
自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
日报、中国日报、重庆日报、湖南日报、
河南日报等新闻单位的代表齐聚一
堂，总结《中国新闻年鉴》2018年卷的
编辑出版情况，研讨2019年卷的供稿
工作。

据了解，《中国新闻年鉴》创刊于
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主办，是一部反映我国新闻
事业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的大型资料
性工具书，被誉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大
型新闻资料类书”，在全国新闻界、新
闻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传
媒界也有较大影响力。

“此次中国新闻年鉴工作会议是
在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召
开的，对重庆新闻宣传工作来说，也是
一次促进和推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以本次会议的成果为
借鉴，不断推进重庆媒体融合创新发
展。

《中国新闻年鉴》主编钱莲生对
2019年卷的编撰工作进行了介绍。他
说，2019年卷主要包括卷首图片、概
况、机构、人物、纪事、新媒体、高峰论
坛、经验与思考、调查等板块，将全面
系统地记录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
的发展变化情况。期望新闻工作者继
续秉承“记录昨天、启示明天、服务现
实”的办刊方针，发挥集体的才智和力
量完成年鉴的编撰。

中国新闻年鉴第38届全国工作会议在渝召开

6 月 13 日，云阳县阳光沙滩，参加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
的选手正在比赛。当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市体育局、
云阳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万里长江·
天生云阳”2019 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
赛（重庆云阳站）开幕。作为全国沙
滩排球 A 级赛事，本次赛事吸引了全
国 14 个省区市及解放军代表队近 80
余名选手参赛。

据介绍，作为云阳县的又一次文旅
活动，本次比赛将面向社会和市民开
放。得益于近年来不懈的文旅推广，云
阳县今年 1-5 月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1097万人，旅游综合收入45.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7.1%和15%。

记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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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 考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重庆市第十五届“五
个一工程”奖拟入选作品进入公示程
序，包括舞剧《尘埃落定》、小说《铁血七
曜》等50部作品入围，这些作品也代表
了我市近年来文艺创作取得的新成绩。

据了解，此次拟入选“五个一工
程”的作品包括戏剧、电视、电影、摄

影、书画、图书等多个种类，入围作品
共计50部。其中，由市歌剧院打造的
舞剧《尘埃落定》，市话剧院创排的话
剧《红岩魂》，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
姐》，重庆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死水
微澜》，云阳县委宣传部、市作协推出
的小说《铁血七曜》，九龙坡区委宣传
部打造的电影《远亲》等作品均入围公
示名单。

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拟入选作品公示
舞剧《尘埃落定》小说《铁血七曜》等作品入围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
（重庆云阳站）开幕

来看看重庆几大火车站布局

根据《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年）》规划，今后主城区形成北站、西站、东站为主要
站，重庆站、沙坪坝站为辅助站的“三主两辅”客运枢纽格局。现在这几大火车站分别位于哪些地方，承担
哪些线路，一起来看看吧。

7月10日起 重庆北站南广场将启动改造工程
改造完成后 南北广场将实现互联互通

本报讯 重庆北站南广场改造的
时间终于定了。6月13日，记者获悉，
7月10日开始，重庆北站南广场将封
闭施工停用，届时旅客将到北广场进站
乘车。南广场改造工程完成后，南北广
场将实现互联互通。

近日，重庆北站南广场将改造施
工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消息是否属实
呢？记者在12306网站购票后，看到
了南广场改造的消息。据悉届时相关
部门将统一发布相关列车的调整信
息。

昨日，记者联系铁路部门得知，南
广场改造施工一事确实属实，届时相关
部门将统一发布相关列车的调整信息。

目前的重庆北站南广场站房主体
为两层、局部为三层，候车室入口是分
配大厅，分配大厅指示旅客通向各处。
候车室分为两层，设四部自动扶梯、两
条人行梯、两部残疾人专用垂直升降电
梯。一、二楼分别设有多个候车室，在
二楼候车的旅客进站，可通过一座连接
候车室的天桥下到站台。出站口设有
电梯，下层直接与站前广场地下通道接
通，实现出站与轨道交通、公交枢纽站
直接换乘。

重庆北站现在属于特等站，但在建
设之初，是按照三等站标准建设的。所
以当时的重庆北站，也就是现在的重庆
北站南广场，设计规模很小，站房面积
只有后来北广场的六分之一。重庆直
辖后，重庆站（菜园坝）的规模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客流的增长，于是新建火车站
分流，就有了重庆北站南广场。南广场
刚刚建成，中国就迎来了高铁快速发展
的阶段，高铁的飞速发展渐渐让南广场
也负荷不了飞速增长的客流量，于是在

旁边不远处新建了北广场。
北广场建成投用后，确实分流了

大部分客流。但南北广场不能实现
互联互通，对旅客来说多有不便。于
是就有了重庆北站南广场改造的消

息，之前，铁路部门也表示已启动重
庆北站南广场改造计划，待整个改造
工程完成后，南北广场将会实现互联
互通。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沙坪坝站

位置：沙坪坝三峡广场附近
沙坪坝站作为联络重庆铁路枢

纽、连接成渝高铁的重要客运车站。
发车方向：成都、简阳、资阳、资中、

内江、隆昌、荣昌、大足、永川、璧山。

重庆北站

位置：龙头寺

●重庆北站北广场

开行 C、G、D 字母开头的高速
动车。

普速列车：Z257/Z258次、Z49/
Z50次、Z3/Z4次、K503/K504次

●重庆北站南广场

普速列车：K1574次重庆北—长
春、K687次重庆北—汕头、K9431次
重庆—广元、K775次重庆北—广州、
K1270 次重庆—福州、K543 次重庆
—阿克苏 、Z223 次重庆—拉萨 、
K358 次重庆北—广州、K1077 次重
庆北—宁波。

K191次成都—广州、K193次广
州—成都 、K587 次深圳—成都 、
K653次成都东—南宁、K813次达州
—广州 、K585 次成都—深圳西 、
K579次成都东—长沙、K835次广元
—深圳西。

重庆西站

位置：上桥
发车方向：珞璜、綦江、赶水、桐

梓、娄山关、遵义、贵阳以及成都方向。

重庆东站

位置：茶园片区
根据规划，重庆东站将引入

渝湘高铁、沿江高铁、东环线、渝
万、渝利铁路至重庆东站联络线、
渝昆高铁九龙坡站至重庆东站联
络线。

重庆站

位置：菜园坝
该站为重庆枢纽主要客运站，渝

黔高铁引入重庆站后与成渝客专贯
通。车站按高速场、城市列车场自北
向南分场布置，总规模7台14线，其
中高速场4台8线，预留1台2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