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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5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3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市宏利水务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牛头岩水厂

重庆两江水务有限公司
鱼嘴水厂

重庆市涪陵区自来水
有限公司二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管理处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化氯

mg/L

0.48

0.20

0.96

0.71

0.90

0.89

余氯≥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宏利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牛头岩水厂，重庆两江水务有限公司 鱼嘴水厂，重庆市涪陵区自来水有
限公司二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25

0.35

0.17

0.18

0.27

0.28

1NTU(水
源与净水
技术条件
限制时为

3)

耗氧量

mg/L

1.79

1.65

0.88

0.92

1.07

1.14

3 mg/L（水
源限制，原
水耗氧量
＞6mg/L
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
总数

CFU/ml

6

11

4

8

5

11

≤100

CFU/ml

总大肠
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
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
可见物

无

--

无

--

无

--

无

6月27日，东方卫视《极限挑战》
官方微博正式发布第八期“助农为乐”
预告，孙红雷、黄磊等明星在乌镇现场

“叫卖”万州红茶等扶贫产品。这是上
海对口支援万州的新方式，也是重庆
三峡特色农产品利用“综艺+扶贫”走
向全国的新模式，通过明星宣传、电视
传播，为库区产业扶贫注入新动力。这
期节目将于6月30日晚在东方卫视21
点档播出。

创新对口支援方式
助力库区发展产业

自1992年以来，上海市、福建省、
天津市、南京市、厦门市和宁波市等全
国95个单位和部门积极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带着对万州人民的深情
厚谊，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与万州建
立了对口支援关系。

燕山乡位于万州西南部，其中泉水
村作为区级扶贫开发重点村之一，在上
海、福建等对口支援帮助下，形成了杨
梅、红茶两大主打产业。此次在上海对
口支援部门的牵线搭桥下，燕山红茶受
邀参加东方卫视真人秀节目——《极限

挑战》第五季“长江行”的节目录制。
燕山乡从上个世纪开始种植中

小叶群体种茶树，六、七十年代更是
大规模开茶厂，成品出口欧洲、东南
亚、日本，曾是英国立顿红茶的主要
原料茶。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茶
叶出口受阻，致使茶园荒废，茶农纷纷
转行。

2013年开始，君之缘公司流转泉
水、沱基两个村共计2000多亩茶园，
建起了茶叶加工厂。期间，上海市政
府将燕山红茶基地作为定点帮扶基
地，每年投入数百万元资金，支持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福建茶科所持续进
行技术指导……燕山乡茶叶种植与加
工重新焕发生机，并于2017年成为万
州首个国家级认证的有机茶生产、加
工企业。

除了资金投入外，此次燕山红茶亮
相《极限挑战》，是上海对口支援万州的

新方式。在预告片中，能看到君之缘公
司的帮扶对象江红燕，与孙红雷等人进
行互动，黄磊也化身销售员，使出浑身
解数“叫卖”燕山红茶。

增强“造血”功能
带动农户精准脱贫

得益于多年对口支援帮扶，万州的
扶贫产业“造血”能力与日俱增，朝着

“逐步能致富”目标大步前进。更多农
户因此受益，摘掉了“贫困帽”。

“像我这样年龄较大的农村妇女，
要不是在茶园务工，到哪里去找每个月
赚1000多元的工作哦。”正在茶林中除
草的泉水村贫困户吴锡芬说，她已在这
里务工多年，上下班都有车接送，干得
非常开心。如今，泉水村、沱基村不少
村民每年可以领取流转费、务工费，干
一样活，挣双份儿钱。

“用工时，我们会优先选择周边村
民，季节性用工可解决上百人就业。”
君之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旭
说，仅去年就发放工资126.5万元。公
司成立至今，累计支付务工工资达
577.8万元，有效带动当地136名村民
实现脱贫增收，实现了公司与农户的
双赢。

“我们还与4家贫困农户达成协
议，统一提供茶苗、技术服务、生产管
理、回收成品销售，再根据贫困户劳动
力的实际情况，由公司无偿提供每户1
至2亩成熟茶地，让他们负责管理，公
司负责加工、销售，所得收入扣除加工
成本后全部返还给贫困户，每户每年都
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君之缘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旭说，零门槛与建卡
贫困户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力增强了贫
困户的“摘帽”信心。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汪佳）

周末孙红雷黄磊《极限挑战》上“叫卖”万州红茶

上海出新招助力库区产业扶贫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 月 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大足石刻研究院
获悉，世界最大石雕半身卧佛像——
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保护修
缮工程将于6月29日启动本体修复，
预计工程耗时8年，是继千手观音造像
修复工程之后的又一重大文物保护工
程，修复难度不亚于前者。

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
到鼎盛，5万余尊石刻造像代表了公元
9至 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
平，素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全长
31米的卧佛摩崖造像不仅是大足石刻
中体魄最宏伟的一尊造像，也是世界
最大石雕半身卧佛像。

该造像因是室外文化遗存，在千
百年风吹日晒等自然营力影响下，目
前已出现渗水、本体风化及变形破
坏、彩绘（贴金）风化破坏三大方面八
大类病害。其中，石刻造像本体及彩
绘层风化、残损现象较为严重，已影
响到石刻造像艺术价值的完美体
现。

作为国家文物局选定的首批川渝
石窟保护示范项目之一，保护修缮工
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前
期勘察研究设计及局部病害治理阶
段，包括卧佛造像区病害调查、基础考
古、造像区局部岩体稳定性调查、本体
及彩绘风化破坏机理研究、制定保护
修缮设计方案等。历时三年，目前第
一阶段工作已完成，并报国家文物局
获得批准，具备进入第二阶段——试
验性保护修复的条件。

第二阶段工作将于6月29日正式
启动，主要完成表面色彩信息提取及
留存、残损石刻造像的现场试验性保护
修复、试验性保护修复效果跟踪监测
等。

第三阶段为全面保护修复实施阶

段，主要完成残损石刻造像保护修复，
完成各项病害治理工作的实施，预计到
2023年完成。

“该工程难度不亚于修复千手观

音，其中涉及到潮湿环境下石质文物
保护、彩绘及贴金、可溶盐病害和生物
病害治理等内容，为国内乃至全球文
物保护行业中的难点和前沿研究内

容，预期成果将为川渝石窟后续保护
与展示利用发挥引导作用，具有较高
的理论与实践示范意义。”大足石刻研
究院相关负责人称。

大足石刻卧佛明起启动修复
难度不亚于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

本报北京电 （记者 周松）6月
27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工作情况。重庆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我市公安机关日前破获一
起利用互联网制售有毒有害“保健食
品”案，获公安部肯定。

据市公安局打假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重庆公安机关
主动出击，对互联网大数据和公安大数
据资源进行融合比对，分析出了一批食
品行业高危人员。

经民警分析研判发现，其中犯罪嫌
疑人毕某等人有利用互联网制售有毒

有害“保健食品”的重大嫌疑。考虑到
该案犯罪链条长、涉及人员多、涉案金
额大，重庆市公安局立即上报公安部，
同时抽调市、区两级公安机关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全力进行侦破。

今年5月，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和
相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在三省
四地同步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全链
条全环节摧毁了这个特大有毒有害“保
健食品”地下犯罪网络，抓获涉案人员
40名，捣毁窝点10处，现场查扣有毒
有害保健食品3万余盒、生产设备5
套，起获大量销售“话术本”等资料。

经查，该网络生产源头在河南郑

州、安阳等地，犯罪嫌疑人方某等人
在杂物库房、车库、住家及农村板房
等处设立“黑窝点”，通过混合搅拌药
粉、灌装胶囊、压制铝板等方式，大量
生产加工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西地
那非的“中益补肾方”等有毒有害“保
健食品”。

在销售环节，以重庆籍犯罪嫌疑
人毕某、李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以互
联网教育培训机构、商贸公司为掩护，
在我市多处写字楼设立窝点，组织话
术团队。线上，利用各大互联网平台
投放广告或在微信群中投放文案；线
下，在居民区报箱等部位投放扫码领

消费券的广告，线上线下同时诱导受
众扫描添加话术人员微信。话术人员
虚构身份，自称“杨氏中医”传人，展示
虚假的医馆、行医资质、诊断书等照
片，进行“聊天问诊”，推销其产品，目
前已查明案值达2000余万元，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初，按照中央关于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和中
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公安部专门
组建了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对食品
药品领域的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今年1至5月，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共侦
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450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8500余名，捣毁黑工
厂、黑作坊、黑窝点3800余个，有力震
慑了犯罪活动，接下来将继续通过有
力有效的打击整治，切实消除各类突出
食品安全风险。

公安部通报近期全国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情况

重庆破获一典型案例获公安部肯定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网上传播
的所谓“毕节、凯里有未成年儿童被
性侵”照片，均为发帖人赵某某从网
上搜集，而非在贵州毕节、凯里拍摄，
信息系其编造。赵某某已被依法采
取强制措施。

拿天真无邪的儿童编造刺眼扎
心谣言，刺激社会最敏感、最脆弱的
神经，博取人们的眼球，这种行径何
其卑劣！无论造谣者出于何种动机，
其行为都已突破法律、道德和情感底
线，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可饶恕，必
须依法严惩。

当事人赵某某编造信息、造谣惑
众，给各方面造成巨大伤害。发帖人
编造的信息让人毛骨悚然，让全社会
的神经为之紧绷，更让孩子家长内心
感到恐惧。谣言的矛头指向贵州毕
节等地，直接丑化了地方形象，事件
还将矛头指向福利院，直接抹黑了为

留守孩子提供保护的福利机构。公
安机关为此出动大批警力连夜行动，
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

值得宽慰的是，在谣言传播的第
一时间，不少网民选择不相信。他们
在网上通过搜索关键词、照片对比等
方式，积极对这一谣言进行证伪，并
在自媒体发布，努力阻止谣言进一步
扩散。这让人们看到理性、正义与良
知是社会的底色。理性思索，不信
谣、不传谣，大家默契主动证伪，我们
为此热烈点赞！广大网民的理智行
动，足以铸造攻破谣言的利剑。越是
理智，虚假信息越是没有传播空间。

网络空间是社会生活的延伸，只
要这种理性、正义与良知的底色不
变，造谣者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谣言
就会被真相封堵，中国的网络空间就
会在道德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
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这是法
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底线，某些人切勿
以身试法！

（新华社贵阳6月27日电）

造谣必惩，证伪当赞
新华社记者 汪军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6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经广泛推荐、评选，以“五角星”为名，公
益善举遍布全国的毛昕等20位身边好
人登上第83期“重庆好人榜”。

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展83
期评选，共推出2106名“重庆好人”，有

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展示了
“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好心、做好
事、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声”的日行
一善，聚沙成塔，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高
楼，为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正能量做出
了积极贡献。这些好人就在你我身边，
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坚持
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私的大爱，充分诠
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第83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 月 27
日，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品人文经典，
助全民阅读——青少年整本书阅读（重
庆）主题活动”在九龙坡区启动，活动旨
在大力培育读书新风尚，加强阅读精品
内容供给，指导青少年更好地读经典、
品书香、传文化。

据了解，此次主题活动包括三个方面
内容：一是优化内容供给，将由人民出版

社选择首批50本中外名著，重新编辑出
版。在名著中附精彩段落旁批、名家指导
阅读、读后感等，教青少年如何阅读、爱上
阅读。二是开设名师课堂，走进校园授
课，目前重庆已有20多位名师参与进
来。三是走进学校推广交流阅读经验。

据了解，重庆是“青少年整本书阅读
主题活动”的第一站，下一步该活动还将
走进湖南、四川、安徽、广西、广东、贵州。

青少年整本书阅读主题活动启动

第 83 期“重庆
好人榜”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 月 27
日，万家沟大桥在上跨沪蓉、渭井铁路
的同时，成功完成转体工程，成为重庆
市主城区首座公路转体桥。

据了解，桥梁转体施工是指将桥
梁结构在非设计轴线位置制作（浇注
或拼接）成形后，通过转体就位的一
种施工方法。万家沟大桥位于北碚
区蔡家岗街道，转体梁全长 109.84
米，单幅桥面宽19.5 米，转体重量达
7500吨。

“转体工艺就好比石磨，一个上
转盘，一个下转盘，中间一个磨心，根
据这个原理，把磨心的承受强度加大
了，再利用千斤顶推着桥转动至预定

位置，最后进行精准定位。”中冶建工
集团项目经理曾从伟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

万家沟大桥是重庆快速路一横
线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项目之一，
整体工程预计2020年1月建成通车，
届时北碚歇马到蔡家仅需 8分钟车
程，将缓解渝武高速公路的通行压
力。

▶6月27日1时27分，北碚区蔡家
岗街道，万家沟大桥左右两幅桥体转体
正在进行。

记者 万难 龙帆 摄

7500吨重桥体做“转向运动”
主城区首座公路转体桥万家沟大桥完成转体拼接

即将启动修复的大足石刻卧佛。 重庆日报新媒体记者 解小溪 摄

机构名称：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周彦琳
机构编码：0001595001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2号凯悦大厦B塔第32层A2房间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28号13-19号
成立时期：2007年12月27日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电话：62960571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

其它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我公司已启动‘十四五’电网
规划和‘三区两州’电网建设工作，
特邀贵院几名专家前来指导，并就
党建标准化建设和青年工作进行交
流……”6月18日，国网重庆经研院
规划评审党支部书记接到国网林芝供
电公司打来的电话，该公司特邀国网
重庆经研院相关专家前往林芝指导。

规划评审党支部高度重视，赓
即组织党员骨干及专业技术人员于
6月21日奔赴西藏林芝进行为期4
天的技术培训与工作交流。

本次培训主要围绕配电网规
划、可研、初设设计评审内容深度规
定展开。通过对配电网规划设计导
则、可研、初设设计评审内容深度规
定技术解读，结合林芝地区电网实

际情况进行案例分析，为林芝公司
本部及7个所属县公司电网规划建
设答疑解惑。同时，组织召开党建
标准化建设分享会和青年职工座谈
会，交流党团工作先进经验，形成优
势互补、互促共进新格局。

据悉，扎实推进“三区两州”深
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是国网公司深
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的重大部署。经研院靶
向实施“经研举旗，援藏登高”计划，
通过做好技术支撑、开展党团结对、
实施精准扶贫全方位支撑西藏林芝
电网建设，用“经研智慧”为林芝电
网建设、地区经济发展及增进藏区
各族群众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杜阳 沈佳

国网重庆经研院
从有到优援藏向深度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