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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近日，“扶贫义演献爱心 喜迎华
诞送校服”重庆市红樱桃“秋日俭爱”
义演义捐新校服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
重庆人民小学举行，36所文明校园和6
家爱心单位为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乡村
学校少年宫近2万名贫困学生义捐了
新校服。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委、市扶贫办、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主办，渝中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渝中区红樱桃义
工协会承办，旨在倡导全社会关心关
爱山区孩子。

夏日的发现促成秋日的爱

大山深处，18 所深度贫困乡镇
乡村学校少年宫有近 2 万名孩子。
在刚刚结束的“红樱桃·夏日心爱”
活动中，不少志愿者留意到，许多深
度贫困乡镇的孩子穿着样式老旧的
校服。

而在部分学校中，有很多孩子甚
至都没有校服。学校的校服大都需要
孩子自费购买。学校也很为难，既不
想让孩子承受过多的心理压力，也不
想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

为孩子们送上一套新校服，成了
所有常年参加红樱桃行动的志愿者
心里的念头，这是红樱桃“秋日俭
爱”义演义捐新校服公益活动的起
因。

从今年8月开始，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组织了多家文明校园和爱心企
业积极行动，募集善款为山区孩子定
制校服。

42个文明校园、爱心单位义捐
6所高校组建爱心团队

“很喜欢这些新校服，想对每一位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说一声谢谢。”石
柱中益乡小学五年级学生陈锐清楚地
记得，红樱桃行动陪伴了他5年，每年
都会有很多志愿者看望他和同学们，
在春天为他们栽上樱桃树苗，在夏天
给他们送来健康讲座和辅导，在秋天
又送来旧书籍、旧文具，冬天送来帽
子、围巾、手套。

“照顾好每一位孩子，是我们身为
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无论是城市的孩
子，还是山里的孩子，既要让他们收获
知识，也要让他们快乐成长。”重庆人
民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中

他们向石柱中益乡小学捐赠了230套
新校服。两家学校确定结对帮扶关系
后，曾多次邀请中益乡小学的学生来
到重庆学习参观。该负责人表示，除
了对孩子的关爱，接下来他们还将邀
请中益乡小学的老师参加重庆人民小
学的教研会，同时安排优秀教师走进
中益乡小学进行授课。

据了解，重庆大学、重庆人民小学
等36所文明校园为石柱中益乡小学、
奉节平安小学等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近2万名贫困学生义
捐了新校服，重庆市福彩中心等6家爱
心单位现场捐赠，让孩子们能够穿着
崭新的校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活动现场，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
6所文明校园的学生志愿者们接过红

樱桃义工协会大学支队队旗，6所高校
将组建爱心团队，各支队的志愿者们
将持续到结对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
义演活动、志愿服务。

7年红樱桃行动让爱流传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晚上，一座山
的樱桃树都举起小颗小颗的星星，但
是我知道你是我的红樱桃……”活动
现场，重庆大学7名师生朗诵了由当代
著名诗人、红樱桃行动爱心大使傅天
琳专门为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创作的
《你是我的红樱桃》诗篇。

这首诗，每一句都饱含深情。重
庆大学老师徐川曾跟随红樱桃行动走
进多个乡村学校，这几年，和他一起陆
续走进山区的还有重庆大学近200名
学生。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更多
的孩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门特殊
且有意义的课程。”这是重庆大学大二
学生孙千翔第四次参与红樱桃行动，
她认为，每一次走进山区，不仅是对孩
子的关爱，也是自己的一次成长。

7年来，在红樱桃行动的号召下，
志愿者们用一点一滴之力，汇聚起了
整座城市爱的暖流。至今，红樱桃行
动已经坚守了7年，7年的真情相伴，暖
心暖行，让众多原本毫无瓜葛、素不相
识的人连到一起，把温暖带给无数孩
子。众多文明校园、爱心单位和志愿
者用7年的坚守，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投
身于这项关爱贫困山区儿童的志愿行
动中，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项目也加
入到红樱桃行动中。

重庆市红樱桃“秋日俭爱”义演义捐新校服公益活动启动

2万名贫困山区孩子获赠新校服
本报记者 张莎

考虑到很多老年人携带不方便，这次活动主要以免费上门为主。

老酒博物馆斥巨资征集老茅台、五粮液

老酒征集活动

咨询电话：13251458595
地 址：南岸会展中心旁边（凯宾斯基酒店）大堂右侧电梯旁，

陈年老酒馆

预约
免费上门

为筹建重庆老酒
博物馆，开展“老酒追
源”征集鉴赏活动。
通过活动的开展，意
在宣扬中国酒文化的
同时，还免费为重庆
老百姓鉴定评估，如
有成交意向者也可现
场高价收购。

征集范围面向重庆全市，征集品种主要是
2010年以前的茅台、2000年以前生产的中
国老八大名酒、十七大中国名酒等。

在以往的征集过程中发现很多市民家
中珍藏老酒因保管不当导致商标破损、封膜
破损、酒体挥发使其无任何收藏价值，十分
可惜，如想继续收藏的可免费提供老酒专用
封膜和技术。

老酒专家提醒市民

征集范围

2019年 9月 12日至 2019年 9
月19日，期间鉴定时间为每日9点至
19点。

本次大型征集
鉴定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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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保财险在重庆银保监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抓住贫
困人口和扶贫产业两个关键建立保险保障，坚持扶贫扶在根
子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口县沿河乡是重庆银保监局对口帮扶的深度贫困乡
镇，人保财险为该乡2395名贫困人口提供“精准脱贫保”保险
保障，承担保险责任16亿元，保障范围包括意外身故、残疾，
意外医疗、大病补充医疗、疾病身故、贫困学生重大疾病、农房
损毁等。

此外，人保财险还为该乡296名城乡困难群众提供“惠民
济困保”保险保障，为该乡427名贫困户护林员统一提供团体

意外险保障。
为推动沿河乡香菇、黑木耳、中药材等扶贫主导产业

稳定健康发展，人保财险联合市扶贫办创新推出“产业精
准脱贫保”“产业致富保”“产业收益保”等扶贫系列保险产
品，为沿河乡的扶贫主导产业提供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等
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保险保障。

例如，为确保沿河乡泡菜产业健康发展，人保财险将该社
的1515个泡菜坛全部纳入保险保障，提供最高480元/个的
保险保障，泡菜坛一旦出现破损，将由人保财险负责赔偿，保
费也由人保财险全额捐赠。 （李雨蔓）

人保财险多措并举扶贫城口沿河乡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 月 16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称，由重
庆市纺织服装联合会主办的2019中国
重庆国际时尚周将于9月20日开幕。
本届时尚周为期6天，将推出开幕式走
秀、2019时尚中国（重庆）峰会、国际彩

妆大师毛戈平美学沙龙等一系列活动。
本届国际时尚周以“山水之城·时

尚之都”为主题，将集合国内顶级服装
服饰设计大师作品，展示中华优秀服装
服饰的时尚创意设计、精湛技艺和文化
精华。在9月20日开幕式当晚，南滨

路弹子石广场将举行国际时尚周开幕
首秀，近百名模特将现场演绎精美服饰
走秀；9月21日将举行“时尚文明·品
质生活”2019时尚中国（重庆）峰会，并
在当晚举行中国金顶奖获得者、中国著
名服装设计师刘薇的新科技、新时尚专

场发布秀；9月22日在南滨路弹子石
广场将推出重庆品牌服装联合发布秀。

此外，在9月21日-24日时尚周
期间，还将举办毛戈平化妆艺术美学沙
龙、时尚女装结构版型分享沙龙、新零
售快时尚分享沙龙等系列活动。9月
25日晚，时尚周闭幕式将在荣昌区中
国夏布小镇举行。

主办方称，本届时尚周期间将继续
进行重庆优秀服装培育品牌推广宣传，
推动我市服装服饰、时尚产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在家门口就能看时尚秀

2019中国重庆国际时尚周本周五开幕

新华社香港9月16日电 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6日表示，相信
在中央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包容和
理解下，在特区政府与各方展开真诚对
话后，香港一定会跨过难关。

林郑月娥当日出席香港中华出入
口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酒会并致辞说：“国家经过四十多
年的改革开放，不论在经济、社会、民生
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回望过
去，香港一直发挥担当起连接内地与全
球其他国家的角色，把海外企业‘引进
来’，并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展望未
来，我们将继续抓紧机遇，积极参与国家
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
务求为‘国家所需’发展‘香港所长’。”

林郑月娥表示，目前香港正处于外
忧内患之际，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
响，香港进出口贸易、运输物流业和相
关行业前景仍然困难；加上过去数月香

港面对极为严峻的局面，对经济、民生、
对外经贸关系、旅游、零售等都不可避
免产生负面影响，使香港已经下行的经
济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说是雪上加
霜。特区政府十分关注中小企及市民
在疲弱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压力。
财政司司长在上月宣布了一系列“撑企
业、保就业、纾民困”的支援措施，希望
能够帮助企业和市民面对经济下行带
来的挑战。

林郑月娥强调指出，粤港澳大湾区
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
战略；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是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通过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我们会强化香
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
际资产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大力
发展创科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
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

林郑月娥：香港一定会跨过难关

重庆市慈善总会“99公益日”网络募捐1.31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9月16日从市慈善总会获悉，市慈善总会参加今年的“99公益
日”网络募捐活动，一举募得善款1.31亿元，其中腾讯配捐2700余万元。募捐额居
全国第2位、省级慈善会第1位，比2018年网络募捐总额净增1亿元。

（记者 张莎）

我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今年累计募资400余万元

➡9月16日，由团市委、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我与希望工程共成
长”纪念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故事分享会暨2019年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
梦行动”总结会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
梦行动”累计募集善款400余万元，资助近800名贫困大学生。

（首席记者 周尤）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统计显示，8月份当月主要指标有升有降，工业增速略有放
缓，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保持稳定，投资增长略有放缓。

综观前8个月主要指标，经济运行稳的格局没有变——
生产总体稳定，产业持续升级。1至8月份，全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8.4%，工业发
展持续升级。

内需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方面，1至8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投资方面，1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5%，其中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13%，生态环保等短板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就业继续增加，物价总体稳定。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2%，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物价方面，1至8月
份，CPI同比上涨2.4%，仍然保持在全年预期目标之内。

外贸外资延续增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1至8月份，进
出口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增长6.1%，与欧盟、东盟等地
区的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6.9%。此外，8月末全国外汇储备3.1万亿美元，比上月末增
加35亿美元。

“从这些数据来看，前8个月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
间，结构优化态势没有变，稳中有进的态势仍然在持续。”付凌
晖说。

从月度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投资增速等都略有回落。
付凌晖分析，8月份工业生产增长略有放缓，反映经济本

身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同时，8月份工作日比上年同期少一
天、台风比历史常年较多等特殊因素也有影响。投资方面，基
础设施投资增长有所加快，未来在民生领域、区域发展方面仍
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经 济 运 行 仍 处 合 理 区 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读8月经济数据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6日就所罗门群岛政府
决定同台湾“断交”并同中国建交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16日，所
罗门群岛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交”并与中国
建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
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当局断绝
所谓“外交关系”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表示高度赞赏。中方支持所罗门群岛

作为主权独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
要决定。

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中国已经同全世界178个国家建
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所罗门群岛政府
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
的决定，再次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所罗门群岛政府
决定同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