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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季小波 魏梦佳）记者
从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北京市香山公园管理处获悉，目前香山
革命纪念地建设和展陈工作已基本完成，于13日向社会公众
开放，预约参观。

香山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所在地，是承载党的伟
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红色纪念地。香山革命纪念地包含香山革
命旧址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两个部分。其中，香山革命旧址位
于香山公园内，由双清别墅、来青轩等中共中央在香山的8处
革命旧址组成。去年以来，北京对8处革命旧址进行修缮复
原，修缮建筑达3600平方米，修缮院落达1.8万多平方米。

香山公园党委书记孙齐炜说，这是8处革命旧址首次向
社会全部开放。

位于香山脚下的香山革命纪念馆也同时开放，其建筑高
度为22.5米，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馆内的《为新中国奠

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以全面
丰富的展陈内容及多样的展陈方式，展现在香山期间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光辉历史。

香山革命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唐开文介绍，展览以珍贵翔
实的历史照片、历史文物、档案及视频为主要内容，共展出图
片约800张，各类文物1200件，其中包括开国大典上悬挂过
的两盏大红灯笼、使用过的10门礼炮。

据介绍，参观香山革命旧址双清别墅和来青轩需提前在
“香山公园服务号”微信平台预约，凭手机验证码在两个院落
门区验证进入。香山革命旧址需购买香山公园门票进入。参
观香山革命纪念馆也须提前预约，预约后凭身份证到香山革
命纪念馆东门领票，并凭票安检后进入免费参观。

（相关报道见4版）

北京开放香山革命纪念地

致力于打造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新名片的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已启动实施近4年。如今，项
目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9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了解
到，截至2019年 8月底，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已累计签
约182个合作项目，总金额逾
264亿美元。除了原先设计的
金融服务、交通物流、航空产
业、信息通信四大领域全面开
花外，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还逐
步拓展到医疗、教育、旅游等其
他领域，并辐射到我国西部其
他城市，乃至“一带一路”其他
国家和地区。

金融服务领域
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跨境融资渠道持续拓展。
截至2019年8月底，累计实现
跨境融资项目106个，融资金
额104.4亿美元，涵盖国际商
业贷款、跨境发债、不动产投资
信托等多种形式，基本满足西
部地区企业多样化跨境融资需
求。其中，重庆市企业融资逾
64亿美元，加权平均综合融资
成本比全市平均贷款利率低约
1.4个百分点，西部其他省区企
业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获得
境外融资近40亿美元，辐射范
围包括四川、陕西、青海、新疆、
广西、云南6省区，为西部地区
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选择。推
动重庆砂之船公司成功在新加
坡交易所发行房地产投资信
托，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首个
在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
托，开辟了西部企业跨境股权
融资新渠道。

金融机构相继落地并加
快发展。新加坡普洛斯金控、
狮岩毅鸣基金、伟仕小额贷款、宗申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相
继落户重庆。中国银行和新加坡富登金控合作，在渝新设3
家村镇银行，为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库区经济建设提供多
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中新双方企业合资设立的股权投资
基金新设立物流、大数据等多只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达到
83亿元。

金融创新服务不断深入。在中国首创铁路运单融资业
务，在中国西部率先开展“出口双保通”贸易融资创新试点、

“信用证结算+海铁多式联运”创新业务。此外，中新双方正
在探索推进金融科技、资本市场互通、西部企业赴新直接上市
等方面的合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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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汤艳娟 黄琪
奥 王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9月13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快闪活动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数
十名青年以快闪的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
了一场洋溢着浓郁家国情怀的精彩表演。

9月13日是中秋节，在这个月圆人团
圆、承载家国情怀的节日，我市各地举行各
种特色活动，共度佳节。

温馨中秋在社区
邻里团聚叙情谊

“快点，电影要开始啦。”昨晚，家住渝北
区龙山街道余松路社区紫都城小区的王阿
姨，吆喝着隔壁邻居到小区里看露天电影。
为庆祝中秋佳节，龙山街道余松路社区举办

“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邀请小区居
民一起看电影、吃月饼、摆家常。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社区是个
“大家庭”，每一位居民都是彼此的“家
人”。为增进邻里情，让居民们感受“大家
庭”的温馨，龙山街道特别举办此次中秋主
题活动。活动以游园打头阵，设计了月饼
DIY、灯笼DIY、猜廉政灯谜、饮桂花酒等
多种传统有趣的游戏，居民群众积极参与，
热情高涨。

千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解放碑连续三晚奏响民乐义演

9月 13日下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由国家电影局主办、
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承办的“家国同
圆”——《我和我的祖国》献礼新中国成
立70华诞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在全国7
座城市举行。重庆站以张一白导演的
《相遇》为基调，在渝中区解放碑开展了
重庆行业优秀代表讲述“我与祖国”故
事，千人高声同唱《我和我的祖国》等活
动。导演张一白说，希望凭借此次“我与
我的祖国”线下活动，点燃人们心中的真
情实感，抒发广大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真
挚祝福。

当天晚上，由70余名艺术家倾情奉献
的“中秋民乐演奏大赏”，在解放碑地王广
场奏响。“看到现场艺术家如此倾情投入的
演出，看到这么多观众前来欣赏民乐表演，
这让我们对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来自河
北的游客王心宁颇为自豪地说道。在接下
来的两日晚，艺术家们还将在此进行公益
演出，与市民及游客共赴一场人月两圆的
国乐盛宴。

聆听《仙女山的月亮》
800人共度美好时光

9月12日晚，由大渡口区委、区政府
主办的“礼赞七十华诞·同抒义渡情怀”大
渡口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演唱会在重庆大剧院
中剧场激情唱响。在《大渡口情愫》铿锵
有力、荡气回肠的合唱声中，演唱会大幕
开启。

（下转3版）

传统中秋味 浓浓家国情
我市开展丰富活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

图①：9 月 13 日，千余名群众
在解放碑共唱《我和我的祖国》。

记者 魏中元 摄
图②：9 月 12 日，重庆市大剧

院，大渡口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演
唱会上，女声组合唱《赶秋》。

记者 崔力 摄
图③：9月13日，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青年以青春歌舞快闪活动祝
福祖国。

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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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加坡9月13日电 （记者 杨帆）
应新加坡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
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于9月10日至13日率中
共代表团访问新加坡。9月11日，新加坡人
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在总统府
会见陈敏尔。

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中国驻新加坡
大使洪小勇，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市领导吴
存荣、王赋参加。

陈敏尔转达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
亲切问候。他说，习近平主席与阁下共同确

立中新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引
领中新合作迈入新阶段。中方愿同新方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维护多边主义，促进
地区稳定与发展。重庆正全面贯彻习近平主
席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用好“四大优
势”，努力发挥“三个作用”。新加坡许多发展
理念和做法值得重庆借鉴，愿在推进务实合作
的同时，加强交流互鉴，共同实现更好发展。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两国
政府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项目以开放姿态和市场化运作

吸引了众多企业广泛参与，合作成果丰硕、发
展势头良好。重庆将同新方深化交流、密切合
作，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提高到新水平，积极
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携手拓展国际
朋友圈，深化中国西部同东南亚国家务实合
作，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欢迎更多新方
企业参与互联互通项目，分享合作成果。

李显龙请陈敏尔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李
克强总理的良好祝愿，表示新方坚定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期待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希望
加强两国执政党交流互鉴，拓展与重庆务实

合作，稳步发展新中关系，造福两国和地区人
民。李显龙说，重庆在中国发展中具有重要
战略位置和独特区位优势，相信重庆能够根
据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一
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我们对两地合
作充满信心。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新加坡
和重庆为双枢纽，辐射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
区市，将进一步带动新加坡同中国西部地区贸
易、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我们愿
同中方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新中互联互通项目
走深走实，不辜负两地人民的信任和期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陈敏尔

本报新加坡9月13日电 （记者 杨帆）
近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出
席中国（重庆）—新加坡经济与贸易合作论坛
并致辞，见证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开通和渝新27项合作协议签署，推动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高质量
发展，促进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新加坡人力部
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中国驻新大使
洪小勇，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市领导吴存
荣、王赋，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等
参加有关活动。

11日上午，500余名来自重庆和新加坡
两地的政府、工商界和媒体人士代表齐聚经
贸合作论坛现场，共商合作之策，共话美好未
来。

陈敏尔在致辞中说，重庆是中国中西部
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著名的山城、江城和历
史文化名城。习近平主席指出，重庆区位优
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体制优势十分突出，
要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
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
作用。围绕发挥“三个作用”，我们更加注重
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更加
注重抓好大保护。今天的重庆，日益成为一
片创新创业创造的发展热土。

陈敏尔说，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
运中心，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潜力无限。重
庆与新加坡虽然远隔千里，却有着特殊而紧
密的联系。回顾过去，双方有着坚实的合作
基础；展望未来，双方拥有高度的战略契合。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重庆与新加坡深化合作
的桥梁纽带。互联互通就能互惠互利，实现
共赢多赢。重庆愿与新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
人重要共识，携手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使
之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中新合作的新名片；
携手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推动通道带
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携手拓展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合作，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
能成果；携手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不断巩
固人缘相亲，促进民心相通。

陈振声在致辞中说，新中互联互通项目
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顺应新中关系总体发
展态势。项目启动以来，双方努力寻求新的
合作契机，推动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中国政
府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给新中
互联互通项目合作带来巨大机遇。新方愿同
重庆一道，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双枢纽”作
用，推动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互联互通，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
扩大项目影响力和辐射示范效应，推动双方
合作迈上新水平。

洪小勇表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顺应国
际合作发展大潮流，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方向。
项目框架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新共
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旗舰项目。希望重庆
和新加坡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中新两
国乃至整个地区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

展。张松声代表广大企业家表示，热切期盼在
新中互联互通项目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
设中寻找更多商机，共享机遇、互利共赢。

访新期间，陈敏尔实地考察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重点领域合作推进情况。樟宜机场航
站楼里，全新的“畅快通行”系统，依托大数据
智能化显著提升服务人性化水平。“星耀樟
宜”项目以别具一格的景观和服务设施吸引
着全球旅客。陈敏尔说，樟宜机场高效集约
利用空间资源，为旅客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先
进的理念值得重庆学习借鉴。在新加坡交易
所，陈敏尔详细了解新加坡培育透明、高效交
易环境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新加坡金融界人
士座谈。他希望双方共同推动重庆与新加坡

“点与点”、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各国“面与
面”、金融与科技、政府和企业及金融机构等
的互联互通，为促进中新合作走深走实注入
新动力。新加坡港是亚太地区最大转口港，
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陈敏尔来到
港区，听取港口发展情况介绍，观看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全球物流系统可视化演示，与港
口和物流企业负责人一起探讨通道降本增效
的办法。陈敏尔考察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了
解该校与两江新区合作推进情况。他还前往
中国文化中心，观看“重庆印象艺术作品展”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展”。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是

中新双方在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取得的重大创
新成果。在陈敏尔、陈振声等共同见证下，中
新国际数据通道正式开通。该数据通道已吸
引两国诸多企业参与，将有力促进双方在远
程医疗、智慧旅游、智慧物流、跨境电商等领
域的合作。

访新期间，重庆与新加坡签署27个合作
协议，包括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资本市
场融合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合作，以及促
进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运营
和应用合作等。

新方有关负责人，我市有关区和部门负
责人参加活动。

中国（重庆）—新加坡经贸合作论坛举行

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
携手推动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
双方签署27项合作协议

陈敏尔陈振声杨莉明等出席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