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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晚，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内灯火通明，重庆民族乐团与中央民族
乐团等演出团体正在紧锣密鼓地排
练。6月22日晚，重庆民族乐团根据
本报“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探
寻重庆古诗地图”报道意境创作的大型
民族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经过近
一年半的创作排练，将在重庆国泰艺术
中心首次公演。

2017年，重庆日报推出“重走古诗
路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
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记者走遍重庆各
区县寻访古诗地图，挖掘历代巴渝诗歌
名篇，将诗意重庆的璀璨文化呈现给广
大读者，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为进一步弘扬巴渝优秀传统文化，
重庆日报与重庆演艺集团合作，以“重
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的系列报道内
容为主线，创作了这台由重庆民族乐团
携手中央民族乐团主创主演的高水平
大型民族音乐会。

“整个音乐会的舞台设计给我意外
惊喜。”中央民族乐团青年胡琴演奏家、
乐队副首席李超说，从4月开始，重庆
民族乐团团长，本次音乐会艺术总监、
首席指挥何建国多次前往北京，与中央
民族乐团一起排练本台音乐会11首曲
目。李超原以为诗词画面只能在脑海
中呈现，到现场排练后，古香古色的舞
台设计将诗中意境呈现在眼前，让他颇
感意外。“音乐会中还加入了吟诵、吉他
弹唱等多种呈现方式，使得本台音乐会
更加立体。”李超说。

何建国介绍，《思君不见下渝州》音

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赵东升，重
庆民乐团驻团作曲家及创作室主任梁
仲祺，青年作曲家罗麦朔、张艺馨、孙晶
等国内名家共同完成创作。整台音乐
会由序曲《候人兮猗》及《思君不见下渝
州》《巴山夜雨》《字水宵灯》《道是无晴
却有晴》《神女赋》《巫山离思》《登高感
怀》《我住长江头》《万家灯火》《早发白帝

城》等10首独立的作品组成，将器乐与
吟唱、古典与时尚相结合，具有很强的观
赏性，对巴渝人文风情从多个侧面进行
了深入刻画。

“题意源自战国词人宋玉所作楚
辞《神女赋》，该词由梦遇巫山神女而
入……”当晚排练间隙，中央民族乐团
琵琶首席董晓琳拿着一张《神女赋》创

作简介反复琢磨。董晓琳告诉记者，
《神女赋》把原辞分为由引子似的“曲
引”与“梦遇、惊艳、飘逝”结构的三段式
音乐段落，音乐吸纳三峡神女峰周边的
民歌元素，在凸显地域特色的同时，展
现出一幅民族管弦乐的《神女赋》音乐
画卷。“在舞台上琵琶独奏时，仿佛自己
就是诗中的古人。”董晓琳说。

■根据本报“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报道意境创作
■重庆民族乐团携手中央民族乐团主创主演

大型民族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首演在即
本报记者 王丽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员
黄柏添）6月15日至20日，由中华诗词
学会常务副会长兼诗教委主任范诗银
率领的中华诗词学会和重庆市诗词学
会联合考察验收组，对江津区“中华诗
词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全面考察验收
并通过。预计今年9月，中华诗词学

会将为江津正式授牌“中华诗词城
市”。这标志着江津将再添一张靓丽的
城市名片。

江津是“中华楹联文化城市”，拥
有钟云舫“天下第一长联”、四面山朝
源观“天下第一奇联”等300余处诗联
遗址遗迹。自2017年启动创建工作

以来，江津区先后整理出版了第二部
《江津古今诗词选》，在滨江路打造了
全国最长的 1.3 公里“诗联文化长
廊”，举办“四面山水·人文江津”大型
中华诗词演诵会、2019年中华诗词广
场舞展演等丰富活动，实施中国最大
的水下诗林江津莲花石的抢救保护项

目……2018年12月，江津被授予重庆
首个“重庆诗城”称号。截至目前，江
津成功创建重庆市级诗词荣誉单位
37个。

据悉，预计中华诗词学会将于今
年9月为江津区正式授牌“中华诗词
城市”。江津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区将以此次通过“中华诗词城市”国
家级考察验收为新起点，进一步做
好诗教工作，深化开展诗词活动，让
诗意春风吹遍大街小巷，让诗教文
明润泽百姓心田，让诗意江津明天
更加美好。

江津创建“中华诗词城市”工作通过国家级验收
有望9月获正式授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彭瑾）6月20日，重庆保税港区“一
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及文化周新
加坡周在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简称交易中心）火热进行，申领一张纪
念版车票，足不出市就能“玩转”新加坡。

今年3月，重庆保税港区正式启
动“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及文
化周，并特别策划了“环球号国际列车”
活动，以交易中心内“一带一路”国家馆
为站点，带领重庆市民一起领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风情及特色商
品。新加坡已是“环球号国际列车”停
靠的第6站。

重庆保税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新加坡周期间，依托交易
中心内已有的新加坡馆，交易中心为到
场游客准备了来自新加坡的精选商品，
其中Luzerne陆升陶瓷系列餐具限时
特惠。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交易中
心还为游客打造了独具新加坡特色的

“环球号国际列车”车站，将新加坡的标
志性元素进行了场景式融合。新加坡
河、金沙酒店、狮头鱼尾像、空中花园等
众多“网红打卡地”让人眼前一亮，游客
在体验新加坡文化周的同时，更能身临
其境感受到新加坡的现代化色彩。

“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及文化周第6站——

新加坡周在重庆保税港区开启

本报青海西宁电 （记者 杨永
芹）6月20日，第二十届中国·青海绿
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青洽会）
在青海省西宁市拉开帷幕，重庆团展示
的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本届青洽会的一
大亮点。

本届青洽会以“开放合作·绿色发
展”为主题，围绕生态建设、经济发展、
投资合作、特色贸易等内容展开，共50
余项活动，近1.3 万名国内外客商参
会、参展。其展览展示总面积达6.15
万平方米，为历届青洽会之最。

6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
馆看到，我市4家高新企业参展，展出
总面积达100平方米。

“此次所展示的产品，大多都是企
业研发的新产品。”重庆市商务委相关
人士称。

重庆卡滨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推
出的智能发电机，作为停电后的备用
电源，便于携带，重量约22公斤，只有
传统发电机一半重，体积只有传统的
1/3。该产品首次亮相青洽会，就得到
众多参展企业青睐。该企业展出的另
一款双能一体汽油发动机，可以同时
提供机械能和电能，目前已出口30多
个国家。

重庆锐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亮相
青洽会的多款交通“黑科技”产品，在细
分的车载智能监控平台方面居国内前

列。其推出的“主动安全智能套件”，主
要安装在公交驾驶室，通过图像处理、
人脸特征识别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公交
驾驶员安全规范操作行为实时监测和
安全报警。该系统若监测到司机不规
范行为、面部表情特征异常等情况时，
会自动报警，给司机提醒。

“目前，我们正在和青海的一些运
输企业进行接洽，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很
感兴趣。”重庆锐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亮相青洽会的重庆斯达莱特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潜心研发生态能源
微型储能应用系统，现已获得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外观专利13
项。其产品实现了光控、时控、人体感
应、手持遥控和APP控制等智能控制
模式。

据介绍，青洽会走过整整20年，累
计招商引资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5万
亿元，已经发展成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
互补、市场对接的专业平台，成为扩大
招商引资、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和
全面开放的重要窗口。

重 庆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亮 相 青 洽 会
我市4家高新企业参展，展出总面积达100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20
日，西南政法大学与华龙网集团共建
的西南政法大学融媒体学院正式揭
牌。该学院将通过校媒合作、产教融
合的方式全方位融合办学，以积极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为新时代改革发展
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并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据了解，此次西南政法大学和华龙
网集团共同建立融媒体学院，是为强化
协同合作、全方位进行资源共享，推动
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培养复合型融媒
体人才的具体举措。该学院将于2020
年 3月起全面运行，围绕“三个一”和

“一个三”的思路开展共建工作。“三个
一”，即建设一个融媒体专家智库，共建
西南政法大学融媒体学院学术委员会；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融媒体创新与研讨
学术活动；双方共同打造一个校媒共建
的融媒体中心。

“一个三”即围绕融媒体人才培养
这个核心，从三个层面共建融媒体教
育教学体系。华龙网集团将携手西南
政法大学组建融媒体课程研发团队，
开发编写融媒体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双方互派人员，推动融媒体师资
队伍建设；此外，还将共同打通融媒体
人才实习实训、就业培训通道。

西南政法大学与华龙网集团
共建融媒体学院

本报讯 （记者 黄乔）6 月 20
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杀害
狱警、刺伤法官的被告人曾川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人曾川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市三中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曾川
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8月15日
被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九个月。同年10月13日，重庆
三中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
川于2018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后，
多次试图寻找原案件承办民警、检察官
和法官。

2018年11月22日11时30分许，
曾川携带一把刃长约15厘米、刃宽约
4厘米单刃尖刀从家中出发，步行至
南川法院门口，随后在附近徘徊。12
时 17分许，南川法院法官田某(被害
人)下班后从南川法院向东沿南川区
西城街道南大街路段人行道步行。12
时19分许，曾川在南大街距南川法院
约100米路段发现田某，上前通过对
话确认田某身份后，持随身携带的单
刃尖刀将田某双腿刺伤三处后逃离现
场。驾车途经此处的重庆市南川监狱
狱警刘彦（被害人，殁年30岁）、宋某、
龚某等人听见呼叫声，看到田某倒地、
曾川拿着包向前逃跑，以为发生抢劫
犯罪，立即驱车追赶曾川进行抓捕。
追至中国银行南川西大街支行处，宋
某、刘彦和龚某相继下车奔跑追赶曾
川。12时21分许，追至南川博爱医院
门外人行道处，跑在最前面的刘彦上
前抓捕曾川。曾川为抗拒抓捕，持随身
携带的单刃尖刀用力捅刺刘彦胸部、腹
部两刀后逃离现场。宋某和龚某驾车
将刘彦送医救治。次日16时许，被害人
刘彦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田某的
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刘彦系被
单刃锐器捅刺胸、腹部，致肠系膜上
动、静脉离断并下腔静脉破裂，失血性
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018年11月22日15时许，在公
安机关围捕过程中，曾川持刀拒捕，民
警警告无效后开枪将曾川击伤，曾川随

即持刀割颈。民警控制住曾川后，将其
送医救治。2018年12月15日，公安机
关将伤情稳定的曾川逮捕归案。

市三中法院审理还查明：被告人曾
川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11月21日被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犯抢劫罪（漏罪）
于2003年1月2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与原判有期徒刑八年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2013年12月27
日刑满释放；因吸食毒品，于2014年
11月12日、2015年 1月30日两次被
行政拘留15日，于2015年2月10日被
强制隔离戒毒二年；因犯寻衅滋事罪，
于2017年8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九个月，2018年 11月11日刑满
释放。

市三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曾川
持刀捅刺田某腿部，致田某轻伤（二
级），持刀捅刺刘彦胸、腹部,致刘彦死
亡，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
意杀人罪，且危害后果极其严重。公诉
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成立。曾川一
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曾川曾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内故意再犯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
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曾川曾因抢
劫、寻衅滋事等暴力犯罪多次被判处刑
罚，经过数次改造，但屡教不改，刑满释
放后仅十余天再次犯罪，人身危险性极
大。曾川为报复而蓄意持刀伤害依法
履职的法官田某，其行为是对法律权威
的挑战、对法律尊严的藐视。曾川为抗
拒抓捕，使用极具杀伤性的单刃尖刀刺
死见义勇为的监狱民警刘彦，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曾川故意伤害田某、故意杀
害刘彦的地点为南川区两条主干道旁
的人行道上，行凶时间为人流量及车流
量较大的中午，且在公安机关围捕过程
中持刀拒捕，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曾川
在证据面前否认蓄意报复法官田某，否
认具有杀害刘彦的主观故意，且对被害
人及其亲属受到的伤害未作任何赔偿，
既不认罪，亦不悔罪。

综上，被告人曾川犯罪的危害后果
极其严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主观恶
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依法应予严
惩，遂作出上述判决。

“杀害狱警、刺伤法官”案
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讯 （记者 周松）再过几天，
就将迎来万千学生及其家长最关心的
高考成绩查询时刻。重庆日报记者6
月20日从市政府办公厅获悉，“渝快
办”政务服务平台，从今年起，将与重庆
市教育考试院同步开通普通高考成绩
查询功能。6月24日凌晨开始，全市
广大考生即可通过“渝快办”查询普通
高考成绩。

那么广大考生如何通过“渝快办”
查到自己的普通高考成绩呢？市政府
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以下两种方
式。

方式一：下载“重庆市政府”App，
在渝快办版块“常用服务”中点击“高考
成绩查询”，实现一键查询；

方式二：登录“渝快办”网页（网址：
http：//zwfw.cq.gov.cn），根据页面导

航，完成查询。
“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是重庆市

政府建设的全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网上总门户、总平台、总枢纽。

市民在“渝快办”只需通过“实人＋
实名”身份验证，就可办理审批服务事
项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生
活缴费等16个方面的500多项服务事
项，实现“指尖触达、一网通办”。与此
同时，“渝快办”还同步在支付宝、微信
等第三方知名应用平台开通服务，方便
市民日常使用。

“渝快办”开通高考成绩查询功能

扫一扫
下载“重庆

市政府”App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李宁）6月20日，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
协同发展轮值会在渝召开。重庆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到2020年，重庆将在
国土资源、林业、农业、水利、地质等领
域，拟再建2-3家高资质高水平的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据了解，2018年6月，司法部与包
括重庆在内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司
法厅（局）共同签订《推动长江经济带司
法鉴定协同发展协议》。该协议以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为先导，就实现鉴定资
源、管理力量、鉴定业务优势互补、共赢
发展达成了共识。

为此，重庆出台了《重庆市健全统
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施方案》，明确
了包括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内的司法
鉴定工作发展新路径。同时，严把行

业准入关，从实验室、仪器设备、人员
素质、技术条件、内部管理、认证认可
等各方面严格审核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行政许可事项，积极支持高校和政府
大型科研单位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

目前，重庆已纳入审核登记范围的
机构有8家、专家270余名，业务范围
涵盖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林业、水利、
地质等多个领域，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
组织、人员、技术结构逐步优化。

而在拓展业务方面，去年，重庆共

办理环境损害及相关司法鉴定业务
230件，为生态环保的行政执法和审判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市将根据司法部和生态环保部的
要求，加快规范发展一批技术力量强、
资质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机构；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
作，出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标准、
委托办法，建立生态环境技术标准和技
术规范数据库，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执业活动。

同时，还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司
法部关于建立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使
用相衔接的机制的意见，建立健全与其
他政法机关、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协作机制，对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活动进行全程监督，
不断提高鉴定质量，为精准打击生态
环保领域的违法犯罪提供可靠的证据
支撑。计划到2020年，我市将在国土
资源、林业、农业、水利、地质等领域，拟
再建立2-3家高资质高水平的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机构。

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轮值会在渝召开
到2020年我市将再建两三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本报讯 （记者 杨骏）6 月 20
日，2019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物流
企业峰会、中欧班列发展论坛暨亚欧物
流贸易通道建设论坛在重庆举行。

本次峰会汇聚了全球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国际物流企业高
层，就国际多式联运、中欧班列及陆海
新通道发展的新格局等进行了探讨和
分享，并解析行业发展新动态。

中欧班列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话题
之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亚欧大陆桥
物流分会会长郭敏杰表示，中欧班列
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发
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释放了亚欧陆
路物流和贸易通道的潜能，促进了中
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欧洲国
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成为“互联互通”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称，今年以来，全国国际班列发
展态势良好，1-4月份，国际班列总计
开行3926列，其中中欧班列2362列，
去回程班列基本平衡；预计中欧班列
2019年将开行约7000列，中亚班列
开行约5000列，总计约12000列。

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代表，中欧班
列（重庆）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1-5月，中欧班列（重庆）已开行
超700列。其主要货物品类，从最初的
笔电产品、汽车零部件、通讯设备等，逐
步拓展到了医药及医药器械等多个领

域。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谷永红认为，重庆是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中欧班
列（重庆）进一步释放了重庆的区位优
势，使不少企业纷纷把重庆作为其西
南地区的运营中心，以此辐射其它区
域。“现场不少企业也表示了浓厚的兴
趣，洽谈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分拨中
心的情况。”谷永红说。

对中欧班列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

些问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亚欧大陆桥
国际班列协调服务中心主任武靖宇指
出，按照规划，2022年国内将全面取消
财政对中欧班列的补贴，进行全市场化
的运营。这意味着企业需要通过提高
运营质量来降低班列的成本，如通过发
展拼箱、加大回程班列力度等措施来解
决这个问题。

武靖宇建议，重庆在新一轮物流发
展机遇中，应继续加大对铁路、公路、水
运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这也是未来重庆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企业峰会在渝举行
300多位国际物流企业高层共话新格局新发展

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排练现场。 记者 王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