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骏）7月23日，重庆动物
园两对双胞胎大熊猫宝宝满月。当天，重庆动物
园面向全球为这四只大熊猫宝宝征名。

6月23日，重庆动物园两只大熊猫“兰香”“莽
仔”同日产下双胞胎，这是该园近60年大熊猫圈
养史上的首次，在全世界城市动物园大熊猫繁殖
史上也极为罕见。目前，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种群
数量已位列全世界动物园前三。

目前，这两对大熊猫宝宝生长状况良好，“兰
香”产下的双胞胎宝宝，哥哥 1357.4 克，弟弟
1295.9克；“莽仔”产下的双胞胎宝宝，姐姐984.8
克、妹妹1002.3克。

7月23日，重庆动物园正式启动四只大熊猫
宝宝全球征名活动。在8月16日之前，全球各地
的朋友可通过“重庆动物园”微信公众号留言、发
邮件（邮 箱 ：447926669@qq.com）或拨打电话
02368407374等多种方式参与征名活动，园方经
过收集、海选后，选出10组名字进行网络投票。

8月23日开始，重庆动物园将对入围的10
组名字在该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网络投票，投
票结果将作为大熊猫宝宝命名的重要参考。最
终确定的名字将通过新闻媒体和重庆动物园自
媒体对外公布。

9月30日，重庆动物园将举行“两对双胞胎大
熊猫宝宝命名”仪式。届时，将公布征名活动结
果，并邀请参选名字入围者参加命名仪式。命名
者将亲自为大熊猫幼仔命名牌揭牌。

重庆动物园四只大熊猫宝宝面向全球征名

以匠心为初心
荣登“天元”之顶

翻开金科·天元道的“记录簿”，一
个个亮眼的数据，一张张出彩的“成绩
单”，无一不显示出这个项目在市场上
的认可，在行业内的地位。

事实上，金科·天元道从一面世就
备受瞩目，一路走来，更是赢得了无数
赞誉。2017 年，金科·天元道荣膺

“2016~2017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荣
誉称号，获得了业内专业认可，影响力
不断扩大，成为引领重庆城市建筑的
标杆之作。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金
科·天元道以42亿元的好成绩荣登单
盘“销冠”，2018年金科·天元道再次成
为重庆主城区表现最抢眼的项目，连
续两年蝉联单盘销冠。

金科·天元道为什么如此红？有
行业专家认为，金科·天元道让居住回
归本质，让生活更有格局，让匠心质造
精品。

金科·天元道以“匠者匠心”为宗
旨，站在跨越城市的高度，不断从品牌
实力、核心地段、资源配套、建筑品质
等方面优势加持，让城市生活更具韵
味。

作 为 金 科 首 个 精 装 代 表 作
品，盛誉之下的金科·天元道精装
交付在即，金科将以怎样的姿态
和产品来迎接市场和客户的严苛

标准呢？

以客户为中心
智慧高层加码美好生活

市场需要的，客户需求的，就是金
科要打造的。

金科敏锐察觉市场转变，转变思
考方法，基于用户思维，潜心研究客户
需求，提供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为此，
金科·天元道在产品设计之初，就秉承

“匠者匠心”精神，运用客户生活场景
化调研系统，与900余户业主深度访
谈，经历29次专家论证、38次方案调
整，在公司达3本新华字典厚的市场调
研数据中，经过无数次论证和打磨，准
确描摹客户画像，了解客户需求，只为
建造更为舒适宜居的人居空间。可以
说，与重庆人居需求深度融合的金科·
天元道，以客户为中心，以细节见品
质。

金科·天元道以客户需求出发，研

发出全新体系的轻奢智慧高层，利用
现代典雅风格，还原建筑素雅干练的
特征，从材料选择到色彩搭配，功能与
造型和谐相融，展现出全新的建筑风
格。

金科·天元道智慧高层产品注
入更多的人性化设计考虑，从户
型、功能到体验都升级换代，依托
双公园环绕的良好环境，拥有全框
架户型结构，大面宽横厅设计，部
分户型拥有 10米宽大阳台、智慧社
区等优势，为业主带来更美好的居
住体验。其中，全框架户型设计植
入全生命周期产品概念，增加了可
变院馆空间，既有品质感，又有设
计感，让空间更为灵动，让生活更
多可能。

另一方面，金科对智慧高层的材
料配置，可谓匠心独运。采用断桥铝
合金及LOW-E玻璃，配备指纹密码
锁等，不仅可提升用户安全性，也为高
品质生活加码。

以细节见品质
精装交付再树标杆

金科·天元道是金科的第一代精
装产品，对于金科来说意义非凡。匠
造过程中，金科·天元道对产品和细节
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每一处精工都
印证着对高品质人居的不断追求与实
践。

以科学规划为基点，以品质建造
为保障，项目从设计、施工、园林、装
修、景观、用材等各个方面严格把控，
从装修细节出发，以高质量为保障，以
行业标杆为指引，无论是硬装、隐蔽工
程、硬装、防水、橱柜灶具等方面都倾
注匠心，更有2年质保，让业主更为放
心、安心与舒心。

金科·天元道精装交付功能上以
收纳、智能为主，从舒适性、便捷性、实
用性、耐久性等细节出发，提出高标准
配置体系，装修细节涉及玄关系统、厨
房收纳系统、卧室系统、卫浴系统、厅

房系统等，空间性能不断优化，拓宽人
生尺度的背后，是不断的研磨和高标
准操作。

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说，魔鬼
在细节，在细微处最能见证匠心品
质。以金科·天元道精装入户玄关为
例。小小的空间包含入户门、入户对
讲机、玄关一键式开关、鞋柜收纳空
间、凹形台面、镜面、鞋柜可调节隔板、
钥匙挂钩等16个细节设计，涉及到生
活的多个方面，小到钥匙的挂钩，大到
物品的收纳，让空间更为立体，让生活
更为便捷舒适。

以智慧为创新
领略未来生活场景

创新先行者，引领行业诗与远
方。工匠精神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
创新。

金科·天元道敢为行业先，在硬件
上升级建筑和装修标准，在软件上升
级物业服务体系，依托金科“五大美好
体系”，建设智慧小区，并获得2019年

“金科杯重庆市智慧小区建设讲解大
赛”决赛二等奖的好成绩。

金科·天元道配备有彩色可视对
讲、户外报警系统、社区移动充电站、
覆盖高速WiFi，车库安置CO浓度监
测系统、人行入口处设置了人脸识别
系统等智能系统，为业主提供便利性
的同时，更可保障业主的安全；同时，
金科服务还打造了强大的社区交互入
户终端，不仅全兼容性连接各家各户、
各品牌各型号的智能家居设备，后期
还可模块拓展。

在金科·天元道，未来生活场景已
经触手可及。设想一下，在下班归家
的途中，就可以通过手机智能远程控
制家里的窗帘、空调等设备，调试好空
调温度，再煲上一锅软糯适中的米粥，
回家就可以轻松享受美食，卸下一天
的疲惫。

金科·天元道建筑、园林设计等独
具匠心，细致入微的人性化服务及智
能化公区配套，为业主开启“金科式美
好生活”新篇章。

方媛
图片由金科·天元道提供

践行“匠者匠心”精装交付高品质兑现

每年年中是传统
的交房季。对于购房
者而言，交房是一件特
别期待的事情,相较于
开发商来说，交房则是
一场实实在在的品质
大考。交房时，当楼书
变成楼房，当规划变成
实景，房企在卖房时对
业主的承诺能否一一
兑现？在这场大考中
能否交出漂亮的答卷，
让业主吃下定心丸？
这一切都要用品质说
话。

在此节点，作为金
科战略转型之巨著，天
元道也迎来了精装交
付大考。谈到金科天
元道，这个从某种意义
上代表金科有规模、有
质量、有荣誉的地产开
发样本项目，可以说是
重庆楼市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金科·天元道实景

金科·天元道营销中心

重庆新闻 11CHONGQING DAILY

2019年7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向阳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获
悉，在22日结束的二青会足球项目社
会俱乐部组11人制女子U16组决赛
中，代表重庆出战的西大附中女子足球
队凭借队员们出色的发挥，力克恒大女
足等多支劲旅，成功夺冠。

据了解，作为二青会的重要组成项
目，此次U16组总决赛共吸引了包括西
大附中女足、云南女足等在内的8支女
足队伍参与。以2胜1负的成绩从小组
成功出线后，西大附中女足在半决赛中
完胜云南女足，与恒大女足会师决赛。

在22日举行的决赛中，面对曾经

在小组赛击败过自己的对手，西大附中
女足的球员们丝毫没有怯场，在比赛开
始阶段，就利用恒大女足的失误打进一
球。虽然恒大女足很快扳平了比分，但
西大附中女足始终显得不急不躁，并最
终在比赛快要结束之时，凭借一次犀利
的防守反击再进一球，最终2比1战胜
对手，为重庆获得一枚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枚金牌外，重
庆代表团成员黄锦斌和张腊还在20日举
行的二青会国际式摔跤比赛男子自由式
体校乙组51公斤级项目和男子自由式体
校乙组55公斤级项目中斩获2块金牌，目
前重庆代表团的金牌总数上升为3枚。

西大附中女足战胜恒大夺冠
重庆在二青会上已斩获3金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7月
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获悉，随着手机和车载电话的
普及，越来越多的司机在开车时存在
打电话、发语音等情况，有较大安全隐
患。对此，重庆交巡警对开车接打、玩
耍手机一直保持高标准严肃查处态
势。即日起，重庆交巡警将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开车接打手机、玩耍手机”
专项整治。

今年1-7月，我市共查处开车接
打、玩耍手机交通违法行为3.5 万余
起，其中民警现场查处的违法行为
7300余起，通过科技设备抓拍查处的
达2.8万起。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综
合近期交通事故成因分析及堵塞成因

调查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玩耍手机
致使道路通行能力大幅下降，极易引发
追尾、擦挂等交通事故。

由此，即日起，重庆交巡警将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开车接打手机、玩耍手
机”专项整治，通过现场查处、电子抓拍
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严查
严处“开车接打手机、玩耍手机”等影响
安全和畅通的交通违法行为。

重庆交巡警提示，驾车时接打手
机、玩耍手机交通违法行为违反了《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3
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
关规定，将被处以罚款200元、记2分
的处罚。

即日起专项整治开车接打玩耍手机
今年1-7月交巡警已查处3.5万余起交通违法行为

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老照片。那
是1950年5月14日，刘伯承在西南人
民革命大学总校（西政前身）成立暨开
学典礼上讲话时的照片。

“西南政法大学原名西南政法学
院，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由刘伯承元
帅担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7
月19日，得知“我和我的大学”重庆大
学生纪实影像展正在征集老照片，西南
政法大学档案馆馆长闫恩晓拿出了这
张珍贵的老照片。

邓小平贺龙曾当兼职老师

据闫恩晓介绍，1950年初，重庆接
管工作胜利结束，同年3月初，西南军
政委员会决定开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以下简称西南革大）。当年5月 14
日，学校在红岩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刘
伯承任校长并作了讲话。

“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邓小
平、贺龙等都在重庆，他们是学校的
兼职老师，经常过来讲课。”闫恩晓

介绍，那时生源主要由各机关、团体
推荐，大部分是有志为人民服务的
文教人员、进步青年等，主要学习社
会发展史、时事政策等。除了重庆
总校外，西南革大在四川、云南、贵
州等地还建有分校。学校第一期招
收学员两万名，其中重庆总校 6500
名，毕业后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
建设中去。

西南革大是西政、川外的前身

“西南革大成立初期，只对学员进
行短期培训。”闫恩晓说，到1952年4
月，中共西南局决定由中、短期培训的
办学模式逐步向正规大学过渡，随后将
西南贸易专科学校、重庆大学法学院、
四川大学政法学院、川东教育学院等并
入进来。

到1952年底，西南革大已初步成
为一所综合大学。后来，考虑到西南
革大太大，刘伯承、邓小平等决定把它
分成几所稍小的专科大学。至此，西

南革大正式结束历史使命，成为后来
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大学
的前身。

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
“西南联大”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
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
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
法律院（系），成立了西南政法学院（即
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1953年，学校
就有了四年制的大学毕业生，至今仍有
部分老教师、老毕业生保存着当时的毕
业证书。”闫恩晓说，当时郭沫若先生为
西南政法学院题写了院名，学校首任院
长是周保中将军。

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
并入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学校更名
为西南政法大学。“正是这些特殊的建
校背景，使学校既汇聚法学名流又吸纳
实务精英，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

‘西南联大’。”

一张老照片记录刘伯承西南革大时光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我和我的大学”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系列报道

之

1950 年 5 月 14 日，刘伯承在西南
人民革命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上讲
话。 （西南政法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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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
生信息中心获悉，目前，重庆市家庭医
生转诊预约号源池系统已投入使用，通
过该系统，家庭医生可为需要转诊的签
约居民预约挂号。

在此之前，虽然部分社区医院与上
级医院间有一些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但大多集中在急病重病上，市民可直接
转院，而门诊转诊则只能由市民自己去
挂号。如今通过号源池，家庭医生可以
替需要转诊的居民预约三甲医院的号，
能更好地为签约居民服务。

“号源池为签约居民提供了便利，把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20%的号源划到这
个池子，优先供给家庭医生转诊挂号。”
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吴开明说，目
前，已经有26个区县接入号源池系统，
有转诊需求的居民可向家庭医生咨询。

为了不影响各医疗机构的现场挂
号，在预约挂号截止日期前一天，未使用
完的家庭医生专用号源将按照设定的时
间，自动归集回到各医疗机构的号源
池。据透露，今年内，主城区二级医院及
全市三级医院的部分号源都将划入家庭
医生号源池里，给群众带来更多方便。

家庭医生可帮居民转诊预约挂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