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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 7 月 10 日电 （记
者 谢佼）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
1931年生，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 10月打
响。此战，敌军调集 6万余人，大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多辆，出动飞机
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
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
弹5000余枚！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
米，而敌军始终未能得逞，反倒被我军
歼灭2.5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300架，
击毁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

黄继光所在营10月19日夜奉命
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
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3次
爆破均未奏效。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
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时任通
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
任务，率两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50
米的地方被敌人发现，照明弹、探照灯
使整个山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
射出来的火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
三人相继倒了下去。没过几秒钟，黄继
光重又匍匐前进，但动作比原来慢得
多。后来才知道，两名战士一死一重

伤，黄继光左臂也挂了彩。
距敌火力点只有不到10米了！黄

继光用右臂撑住身体，扔出手雷，可惜
敌机枪只略一停顿。钟仁杰命令全力
吸引敌人火力，黄继光顽强机警地爬到
了碉堡下，那里是敌人射不到的死角。
他蹲了下去，回头朝钟仁杰他们看了一
眼，接着一挥手，大声喊了一句话。话
音全被枪声淹没了，没有人听清他喊了
什么。

这时，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
子向上突地一挺，奋力向碉堡扑了上
去，用胸膛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口！

黄继光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
称号，同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舍身堵机枪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6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7%，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食品价
格上涨8.3%，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
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回落
0.2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是拉动
CPI的主要原因，其中鲜果价格和猪肉
价格涨幅较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

数据显示，在食品中，此前涨幅较大
的鲜菜价格，6月份同比上涨4.2%，涨幅
比上月回落9.1个百分点。由于鲜菜大
量上市，6月份价格比上月下降9.7%。

猪肉价格和鲜果价格同比涨幅较
大。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1.1%，
涨幅比上月扩大2.9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42.7%，涨幅比

上月扩大1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流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分析，
除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年同期价格较
低也是涨幅扩大原因之一。

从环比数据来看，短期鲜果价格和
猪肉价格比上月仍有所上涨。

董雅秀介绍，西瓜和桃子等水果集
中上市价格下降，但苹果和梨价格继续
上涨且涨幅较高，加之南方部分地区多
次强降水影响采摘和运输，火龙果和菠
萝等水果价格上涨，6月份全国鲜果价
格环比上涨5.1%，目前价格水平处于
历史高位；猪肉供应偏紧，价格环比上
涨3.6%。

专家分析，下一步鲜果价格涨势不
可持续，猪肉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但总
体看下半年通胀压力不大。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食品价格涨幅扩大拉动6月CPI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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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只有在创
新高地上才能产生创新高峰。7月10
日，“重庆创”——“城市更新·文创赋
能”主题沙龙在重庆创意公园举行，来
自成渝两地的业界嘉宾以“城市更新·文
创赋能”为题展开对话，点亮了重庆创
意公园的创意底色。

“城市更新·文创赋能”主题沙龙，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报都市
传媒集团和重庆创意公园承办，是“重
庆创”品牌活动的重要子活动。沙龙
邀请到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重庆

市设计院院长徐千里，重庆大学建筑
城规学院副院长褚冬竹，深圳九州无
同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李如刚，重庆贰厂文创公园
执行董事、厂长周迓昕等，通过主旨演
讲、圆桌会议、嘉宾访谈形式，就“城市
更新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进行面对面
思想碰撞，为提升重庆城市经济品质、
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等聚智
聚资聚力。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指向城市和
建筑的空间或形态，而是指向人的生存

环境和生活状态，是指向社会健康发展
的机制和条件。”“只有更加敏感、精准
地触探‘地域’乃至‘地点’的话题，才可
能从庞杂的集体状态下呈现‘此地’特
征，以独特、有效的生存之理与城市体
系血脉相连。”“我们能做的，唯有不忘
来时的路，在动态的变化中寻找当下最
佳的平衡点。”专家们金句频出，沙龙精
彩纷呈。

据介绍，“重庆创”品牌是重庆创意
公园致力打造的“超级IP”，以行业论
坛、沙龙活动形式为载体，以城市文旅、

城市更新、时尚前沿、新媒体趋势等主
体内容，围绕创意设计、旅游、时尚、新
媒体等行业展开的主题活动。接下来，
该活动还将陆续举办时装与时尚主题
论坛、新媒体与文旅发展的融合趋势沙
龙、室内设计流行趋势沙龙、文旅项目
运营发展趋势沙龙，及文创篮球赛、艺
术相亲会、艺术主题集市、艺术年货节
等。目前，重庆创意公园入驻企业500
余家，从业人数近1.3万人，其中广告
文创类企业占到70%，创意已成为园
区最亮丽的底色。

“重庆创”主题活动启动

重庆创意公园跑出创新“加速度”

伴随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交通拥
堵、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产业后劲不
足、人文关怀缺失等现象日趋显现，城
市发展亟待更好地进化。

城市更新指向人的生存环境和生
活状态的优化与提升，关键是怎么更
新、更新些什么，才能留住城市的神韵，
让生活更美好？7月10日，由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重庆创”——“城市
更新·文创赋能”主题沙龙在重庆创意
公园举行，来自业界的嘉宾分享了他们
的新思想、新观点。

徐千里：城市更新指向人的
生存环境

在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
设计院院长徐千里看来，当前城市开始
迈入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更新作为
引导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优化城市功
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方式
和新路径，越来越成为城市规划建设和
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有序推进城市更
新并以更新规划、设计引导城市更新建
设，是当下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当下，城市更新正在持续、系统地
更新着或局部或整体的经济格局、文化
格局、城市公共服务格局和社会治理格
局，更新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徐千里
说，无论城市更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怎
样，其根本目标都是持续不断地改善人的
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因此，城市更新
所能够更新的，不仅是城市和建筑的空
间或形态，而是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
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机制和条件。

褚冬竹：创意是城市最微妙
的美好

“城市发展，源于大量细微的不满
与突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院
长褚冬竹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关于城市空间的讨论，可
以借助“显微”一词，意指通过高穿透度
的洞察方法与解析技术，一方面探知那
些看似稀松平常或已熟视无睹的城市

“细部”，另一方面则呈现出那些原本隐
匿深处的微弱差异。

集体、个体的心理需求的包容、尊
重、鸣和激发，比对实用功能的完善更为
重要，也更困难。创意是孕育创新的匠
心和精神，成为了城市中最微妙的美好。

说到重庆，以及以此为代表的相当
部分类似城市，只有更加敏感、精准地
触探“地域”乃至“地点”的话题，才可能
从庞杂的集体状态下呈现“此地”特征，
以独特、有效的生存之理与城市体系血
脉相连。

李如刚：文旅小镇=产+旅+
城+人的融合

“特色小镇，作为小城镇的重要类
型，在传承文明、承载新产业和城镇化
人口、拉动旅游和内需等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也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
要标志。”沙龙上，深圳九州无同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
如刚表示。

他看来，文旅特色小镇=“产+旅+
城+人”的完美融合。产业上，两大核心
发展架构是特色产业为基石、旅游产业
为动力，双核驱动发展。功能上，以产业
为依托的生产或服务是核心功能，以旅
游激发小镇内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良性
互动，实现兴业、安居、游乐等复合功
能。形态上，以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风
俗习惯等软环境为基础，塑造小而精的
特色风情小镇。机制上，政府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社会共同参与；政府把控整体
方向，提供政策、基础建设等服务；企业
负责整合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管理；当
地居民则积极参与并负起监督责任。

周迓昕：在动态变化中寻找
最佳平衡点

“我喜欢做菜，但所有吃我菜的朋
友都只能吃一次，因为我从不按菜单
做，打开冰箱，有什么食材就创新的做
什么菜，永远没有两顿完全一样的菜。”
沙龙上，重庆贰厂文创公园执行董事、
厂长周迓昕将贰厂打造形象比作炒菜，
进行了经验分享。

他称，推开贰厂的大门，原始食材
除了因污染关停的印制二厂厂房和一
些工业遗存外，剩下的就是成堆垃圾。
他之所以依然投身该项目，一方面看中
了这里有迹可循的历史文化故事；另一
方面是为了将项目置之死地而后生，让
更多人看到文化也可以作为推动城市
发展的源动力。

“当我们惴惴不安地将贰厂这盘
‘菜’端上桌时，没想到受到抖音达人、
文艺新生代、外地游客、电影《从你的全
世界路过》粉丝团的热捧，客人越来越
多。”周迓昕说，如今，他每天仍会面对
一些未知的困难，他能做的，唯有不忘
来时的路，在动态的变化中寻找当下最
佳的平衡点。

城市更新，如何留住城市的神韵？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0日，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
涡影响，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白天，
我市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伴有雷
电、局地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据市气象台预计，从11日白天起，
我市又迎来降雨，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
累计雨量为40～70毫米，局地150毫
米；其余地区20～40毫米，局地80毫
米。最大小时雨量40～60毫米。

具体来看，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
西部偏西地区阵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阵
雨，西部局地可达暴雨。大部分地区气
温21～32℃，城口及东南部19～30℃。
主城区：阴天转阵雨，气温25～30℃。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各地中雨
到大雨，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暴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9～27℃，城口
及东南部18～26℃。主城区：大雨转
小雨，气温22～26℃。

今起 重庆迎来强降雨

本报讯 （记者 李幸）7月10日，
“第二十届两岸同心——巴渝文化教育
参访周”暨第七届台湾大学生重庆实践
活动在重庆交通大学启动。来自台北
市立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台中科技大
学、台湾元智大学、台北大学的145名
师生，将分组进行为期一周的巴渝文化
教育参访和一个月的暑期实践活动。

据悉，“两岸同心——巴渝文化教
育参访周”自200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19 届，台湾大学生重庆实践活动自

201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这两项
活动得到台湾教育界和大学生的积极
响应，其规模和影响逐年扩大。

启动仪式后，67名参加巴渝文化
教育参访周的台湾师生将开始一周的
参访活动，听巴渝文化、抗战陪都文化
讲座，与高校进行教育交流，登船游览
长江三峡风光。参加第七届台湾大学
生重庆实践活动的78名大学生则奔赴
各自的实习岗位，开启在重庆一个月的
暑期实践活动。

“两岸同心——巴渝文化教育参访周”
暨第七届台湾大学生重庆实践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
生 姚艺）7月10日，市医疗保障局通
报称，从即日起，我市开展打击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整治行动，盗刷、
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等医疗
领域违法欺诈行为将被严查。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要求各区
县在4个月时间里开展拉网式排查，
不留死角，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针
对不同监管对象多发、高发的违规行
为特点，我市将分类突出打击重点，比

如对二级以上公立医药机构，重点查
处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
套用项目收费、不合理诊疗等行为；对
基层医疗机构，重点查处串换药品、诊
疗项目、耗材和挂床住院等行为；对社
会办医疗机构，重点查处诱导参保人
住院，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
据、挂床住院、盗刷社保卡等行为；对
定点零售药店，重点查处聚敛盗刷社
保卡、诱导参保人购买化妆品、生活用
品等行为；对参保人，重点查处伪造虚

假票据报销、冒名就医、使用社保卡套
现或套取药品、耗材倒买倒卖等行为。

据悉，2018年9月—2019年5月，
我市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0263家，约
谈3307家，通报批评1067家，暂停医
保服务765家，解除定点协议72家，移
交司法机关 10 例，追回医保基金
7902.6万元，处罚违约金15310万元。

同时，市医保局、市财政局联合出
台了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对市民提供
的相关骗保线索，经查证属实后，最低
可得到500元，最高可得到10万元的
举报奖励金。据介绍，结合国家医保
基金监管诚信体系建设，我市还将探
索建立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黑名
单”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我市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
举报最高奖励10万元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珩 实 习
生 姚艺）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获悉，从即日
起，2019-2020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居民都
可以接受免费的肺癌、结直肠癌、上消
化道癌、乳腺癌和肝癌五大常见癌症
筛查。

据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市肿瘤
防治办公室副主任何美介绍，今年，该
项目将进行5万人的防癌风险评估问
卷调查，并对1万人次的高危人群进行
免费临床筛查。

哪些居民可以参加？据介绍，筛查
对象要符合以下4个条件：年龄在45-
74岁（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
城市户籍常住人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未被确诊为癌症或严重
心、脑、肺疾病或肾功能障碍。

凡符合条件且自愿参加者，可前往
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渝北区、北碚区、
巴南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危险
因素调查和简易的生物学检测。生物
学检测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粪便隐
血试验和幽门螺旋杆菌。

据介绍，社区工作人员将把问卷
调查信息和生物学检查结果录入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系统，通过科学的
高危人群评估模型进行评估。若被评
估为高危人群者，可前往相应筛查医
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市九院、
巴南二院和巴南区人民医院）进行免
费筛查。

主城居民快来参加
免费癌症筛查

2019-37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12：00－

2019年7月31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
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
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

面积（㎡） 最大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

起始价（万元） 备注

19109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31

渝北区观音桥组团C分区C6-
1、C5-1号宗地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W标准分区
W54-1/04、W54-3/04号宗地

二类居住
用地

用途

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

20880

产业类别

/

≤40253.4
土地面积
（㎡）
74100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39025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出让价款
起始价（万元）

5558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西
永组团W分区W54-1/04、W54-3/04地块环保
要求的复函》（沙环发〔2019〕201号）。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31一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机构编码：B0014L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50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财富大道1号

邮编：401121 电话：023-66369926
成立日期：2019-06-17 发证日期：2019-06-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编码：S0013H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5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华路214号、216号、218
号、200号附10、11、12、13、16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88028855
成立日期：2011-01-25 发证日期：2019-07-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7 月 10 日，“重庆创”——“城市更新·文创赋能”主题沙龙在重庆创意公园
举行。 记者 齐岚森 摄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10 日电 （记
者 李思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10日会商后认为，长江流域从上游开
始自西向东将发生一次大到暴雨的强
降雨过程，九江、湖口站13日前后将突
破警戒水位。这将是今年汛期长江干
流首次出现超警戒水位。

7月10日，长江委召开会商会，跟
踪研判水雨情发展趋势，部署长江流
域新一轮强降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
水文气象预报，10～11日，降雨主要

位于上游，金沙江、乌江等累积雨量
40～60毫米；12～16日，强降雨区集
中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和两湖水系，累
积雨量140～190毫米。受强降雨影
响，预计长江中下游干流各站水位将
持续上涨。

长江委表示，近期强降雨多集中在
两湖水系，江河湖库底水高，资水上中
游、湘江、抚河、信江干流全线超警，其
中资水上游及湘江中下游发生超保证
水位洪水，防汛形势严峻。

长江干流将出现今年汛期首个超警戒水位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拥有全国
最多驿站，最大站点年免费服务百万
人次……7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菜鸟驿站获悉，虽然快递业务量位居
全国26位，但重庆驿站数量全国最
多，可谓全国第一城。在重庆，2200
多个菜鸟驿站通过免费保管、丢失包
赔、多元服务覆盖社区与高校，为
3100多万人提供包裹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还拥有着包
裹量全国最大的站点、甚至全球最大
的社区包裹服务中心：在城南家园和
广达生活区，一家菜鸟驿站的年服务
包裹量就能超过百万，位列全国第一。

在重庆不同区县，驿站的包裹量

差异极大。其中，渝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包裹最多；前10位中，江津
区异军突起，逆袭主城九区；包裹量最
少的三个区县则分别是巫溪、巫山和
秀山。

全国驿站第一城背后，重庆高校
也功不可没，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
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南大学、西南
政法大学，年包裹量均超百万；包裹量
第6至10名则是重庆医科大学、重庆
理工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和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重庆辣妹子名不虚传，爱美爱网
购，在高校也是剁手绝对主力。数据
显示，性别比例最为悬殊的重庆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0个包裹中9个属
于女生。重庆护理职业学院、四川外
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文
化艺术职业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等
16所院校女生剁手比例均超过80%。

菜鸟驿站第一城，为什么是重
庆？菜鸟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下辖38个区县，也拥有众多高校。目
前，菜鸟驿站覆盖了其中37区县（除
城口县），为60所高校提供了校园智
慧物流解决方案。同时，起伏不平的
地形成就了“摩托之城”的名声，也给
走街串巷的快递服务带来困难，同时
不在家、出差多、出行不方便的市民都
有专业包裹服务的需求。

重庆成全国菜鸟驿站第一城
2200多个站点居全国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