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4CHONGQING DAILY

2019年9月21日 星期六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
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成
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
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为
中国赢得了荣誉。

征服世界最高峰，是新中国体育
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
成立后，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字概括
了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和动
员下，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以及农村都普
遍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为
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
础。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经
过艰苦训练和顽强拼搏，不断打破纪
录、填补空白，在举重、田径、乒乓球、
游泳、登山等项目上取得显著成绩。

1959年4月，容国团在德国多
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奋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为
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蓬
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重要标志。经过
几代体育健儿奋发图强、团结拼搏、
勇攀高峰，中国体育大踏步地走向世
界，正在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勇攀世界高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9
月 19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团市委、市团校邀请有关专家走
进企业，举办“青年大学习——新时
代重庆青年成长大讲堂”国有企业专
场报告会，300余名团员青年以及部
分“重庆共青团青年讲师团”成员参
加活动，并由此拉开了市团校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讲系列活动
的序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
约观察员朱煦以《回望70年，奋进新
时代——与青年朋友谈心》为主题，
向团员青年讲述了70年来新中国发

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梳理了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历史，分析了当前复杂的
国际形势，明确了青年的政治使命。
据悉，大讲堂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
来已累计举办200余场次、覆盖3.6
万余人次。

据了解，为助力“青年大学习”活
动向纵深推进，团市委还组织“重庆
共青团青年讲师团”深入企业、社区、
高校、机关开展宣讲活动，通过专家
学者系统讲、领导干部带头讲、身边
榜样示范讲，激励广大青年敢于担
当，指引广大青年朝着人生目标奋
斗。

市团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讲系列活动启动

300余名团员青年聆听专场报告会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摩托车产业是重庆重要的支柱性
产业，目前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
期。从9月20日开幕的第十七届中国
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不难看出，重庆摩企
紧紧抓住个性化、国际化、智能化、电动
化等四大产业发展趋势，为自身发展赋
予新动能。

个性化

大排量是世界摩托车产业发展的
重要趋势，此次摩博会上，隆鑫通用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旗下的

“无极”品牌推出了新款摩托车650DS。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
申）推出的RX6也首次亮相。这两款
车 一 个 共 同 之 处 就 是 排 量 均 为
650CC，这也是重庆摩托车企业目前
能够生产的最大排量产品。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摩
博会上独辟蹊径，推出边三轮以及“迷
你摩托”。边三轮深受军事发烧友喜

爱。而“迷你摩托”，在保持动力基础上，
体积小、重量轻，全行业一年的销量有
10万台，同样赢得了细分市场的欢迎。

国际化

此次摩博会上，还可以看出重庆摩
企全球化发展战略迈出的步伐。隆鑫
此次还带来了宝马、MV奥古斯塔两个
国际品牌参展。隆鑫2005年开始为宝
马摩托车生产 650CC 单缸发动机，
2017 年开始生产 850CC 双缸发动
机。截至目前，已为宝马制造了约8万
余台发动机。另外从去年5月份开始，
隆鑫为宝马生产350CC摩托车，现已

为宝马代工1万余台摩托车。
今年7月，隆鑫又与世界著名的

MV 奥 古 斯 塔 公 司 签 署 协 议 ，在
800CC产品平台，隆鑫将为MV奥古
斯塔生产三缸水冷发动机，并能在自主
品牌使用这款发动机。MV奥古斯塔
也有意让隆鑫为其代工生产800CC的
摩托车整车。

宗申带来了合资品牌阿普利亚。
另外，宗申与英国老牌摩托车企业诺顿
联合研发的新品也引起行业广泛关注。

智能化

摩托车智能化也正在行业迅速起

步。在此次摩博会上，一大批智能设备
供应商亮相，为行业带来了智能化发展
的积极信号。

宗申旗下“赛科龙”产品基本都具备
了智能功能。此次展示的RX4，采用了
智能互联TFT仪表屏，能够实现智能胎
压监测、仪表与手机互联，提供海拔、温
度、智能终端状态等10余种参数显示。
此外，RX4还能实现远程操控、移动定
位、轨迹追踪、安全报警、共享授权等。

电动化

此次摩博会，重庆摩托车企业也纷
纷在电动产品方面发力。隆鑫在摩博
会上首次亮相的电动摩托车ER-10，
不仅外观与一般的燃油摩托车无异，而
且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00公里。
而宗申则表示，目前已推出了30余款
电动产品，其中推出的SOLO电动单
人城市通勤车，续航里程达到160公
里，现已批量出口北美市场。

个性化 国际化 智能化 电动化

“新四化”赋能重庆摩企
本报记者 仇峥

本报讯 （记者 仇峥）9月20日，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以下
简称摩博会）在重庆国博中心举行，这
场盛会齐聚了来自全球的摩托车制造
商、经销商、爱好者和消费者。

作为亚洲最大规模的摩托车行业
博览会，此次摩博会共有200余家企业
携最新产品参展，其中既有宝马、哈雷、
杜卡迪、川崎等享誉世界的品牌，也有来
自重庆的宗申、无极、银钢等自主品牌。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摩托车已演变
成为了带有文化内涵的个性化休闲产
品，因此本届摩博会除了厂家产品展
示、新车发布，摩托车文化活动成为了
一大亮点。

据悉，在今年摩博会期间，活动组
织者为快递、送餐等物流从业者专门策
划了“9·20劳动骑士节”，除重庆主会
场，还在北京、陕西、山西、四川、贵州设
立分会场。另外，来自全国的摩托车爱
好者还驾驶500多台大排量摩托车，以

“文明驾驶·骑者有爱”为主题，在重庆
举行全国摩友骑行汇。摩博会期间，还
将举行摩托车特技大赛、《中国摩旅地
图》发布会、摩托车旅行探险家谷岳分
享会、国道318摩旅线路展示等活动。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开幕

全球摩托车迷齐聚重庆赴盛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0日，
重庆市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进校园活动来到渝中区巴蜀幼儿园、中
华路小学，掀起推广普通话的热潮。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渝中区鼓励
孩子们当“小小推普员”，带动家长群体
建立普通话学习共同体，强化会说普通
话、说好普通话的意识。在巴蜀幼儿园
学思苑，部分教师开展向经典致敬的“读
书分享活动”，用普通话朗读书中段落。

在中华路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分
别设计了“读书演讲推广普通话”和“经
典诵读弘扬传统文化”活动，学校还开
设校本课程《晨诵∙午书》，用普通话诵
读经典，写规范字传承文明。

渝中区语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即
日起到年底，渝中区将持续开展推普志
愿服务项目，在渝中全区人员密集的社
区、商圈、旅游景点、交通站点等开展大
约30场志愿服务活动。

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校园

渝中区鼓励孩子们当“小小推普员”

新华社北京 9 月 20 日电 （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部长苗圩在20日召开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各地所推进
的基本上为非独立组网的5G网络，预
计明年我国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独立
组网的5G网络。

“我现在使用的还是4G手机，现
在中国市场上商业发布的5G手机有
十余款，大部分都是非独立组网。”苗圩
说，手机能够体现5G性能需要依靠独
立组建的5G网络，而不是基于4G核
心网的非独立组网产品。

“未来，5G约80%的应用是在物
与物的通信，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远
程医疗等。”苗圩说，今后更多高可靠、

低时延和海量的机器连接应用的需求
都需要依靠5G，特别是独立组网的5G
来实现。现在各地所推进的基本上为
非独立组网的5G网络。预计明年我
国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独立组网的5G
网络。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
特点，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
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的《5G产业经济贡献》认为，预
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
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间
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
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
位。

明年我国将大规模建设独立组网的5G网络

本报讯 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府原
顾问，享受按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

疗费待遇离休干部韩振国同志，因病于
2019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2岁。

韩振国同志系山西怀仁人,
1945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韩振国同志逝世

本报讯 （重报集团记者 冯超）
9月19日，“2019感知重庆·苗乡文化
交流活动”文化交流团圆满完成城市推
介任务返渝，他们将欢快的苗乡歌舞，
送到了众多美国民众的心中。

9月15日，在底特律市政府会议
厅，举行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重庆
形象暨苗乡文旅推介会。访问团团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洪斌介绍了重庆
的人文地理情况，发展现状以及重庆独
特神秘的苗乡文化。并在推介会上向
世界发出参加2020年西部旅游博览
会、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邀请。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建、密歇根州众
议员辛西娅·约翰逊，密歇根州参议员
麦克唐纳、马歇尔布洛克、吉姆·鲁内斯
塔德、北美华人联盟主席王丽莎以及底
特律市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商界人士出
席了推介活动。

本次“2019感知重庆·苗乡文化
交流活动”在美国底特律、圣堡罗、明
尼阿波利斯三地举行，成果斐然，让世
界了解重庆，了解苗乡风情。此外，彭
水县分别与明尼阿波利斯华助中心和
明尼苏达州华兴旅行社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重庆苗家歌舞惊艳美国三城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20
日，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重庆市文
联、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沧海墨缘——刘超书画展”在中国国
家画院美术馆举行。该展览是重庆籍
军旅书画家刘超迄今最大规模个展，展
出100余幅作品。

刘超1966年生于重庆潼南，曾在
全国多家重要美术馆举办过20余次个
人书画展暨藏品展。这次展出作品中，
多数是近10年创作的，重点展品有国

画《江山如画》《黄山烟云》，榜书《大美
中国》《复兴》等。《复兴》高5.6米、宽2.2
米，呈现出恢宏、庄严的画面效果。

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若愚表

示，刘超的作品有温度、厚度和气度，
“这是他第4次在首都北京举办书画
展，他对艺术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息。”

刘超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
夕开展，是为了表达一名军队文艺工作
者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歌颂、对
祖国壮美山河的赞美。

“沧海墨缘——刘超书画展”在京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20
日，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主题
论坛在重庆綦江区举行。论坛上，各路
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转型升
级和合规经营等话题，为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支招。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小米）
质量办主任、高级总监李涛介绍，小米非
常重视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2018年，
小米研发费用投入高达58亿元，同比增
长83%；截至2018年3月底，小米已申请
专利超过 23000 项，拥有专利超过

7000项。“这些专利，是小米创新的基础。”
“创业型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

业创新，应具备一定程度的宽容度。”谈
及创新，樊登读书会副总裁孙文涛一语
惊人。在他看来，一个创业型的互联网
企业，最核心之处在于不断地去设置红
线，把哪些是员工和下级子公司不能碰
的红线说清楚就可以了。孙文涛认为，
如此更能激发整个团队的创新活力，推
动公司加快创新步伐。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
则强调，企业需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只有合规经营，走正道，企业
才能依靠创新等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题论坛聚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20
日，2019年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金
融日，市委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联合发布了个人金融信息

网络安全风险提示，向群众提供了7个
妙招防范网络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还组织举办“2019年
重庆金融业网络安全竞赛暨科技业务

劳动竞赛”，免费发放小手册宣传网络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大数据梳理出来

的多发的网络金融安全案件类型，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整理出来
七个妙招予以防范：陌生短信和不明
链接不要点；金融支付时多留意，小心
防盗刷；手机里不存身份证照片；有人
借钱必须电话核实；短信验证码不对
任何人透露；所有账户不用统一密码；
高收益金融软件不轻信，投资选正规
途径。

重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

防范网络金融风险 这7个妙招要记牢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20
日晚，电影《中国机长》首映礼在解放碑
举行。该片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
欧豪等与重庆观众、媒体进行交流。据
悉，电影《中国机长》将于9月30日登
陆各大院线。

据了解，电影《中国机长》改编自去
年5月14日，重庆籍机长刘传健在驾
驶四川航空3U8633航班从重庆起飞
前往拉萨过程中发生的真实险情。

《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透露，

为真实还原险情，剧组斥资巨资制作
了1:1的同型号模拟机，还通过配备
高压液态管和高强度风筒，还原空
中风挡玻璃爆裂脱落造成的机舱失
压。

饰演英雄机长刘传健的张涵予说，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刘传健给了他很
大的帮助。“拍摄中遇到问题，我会给他
发微信沟通，他也经常来现场给我们指
导。从他身上能感受到重庆人特有的
坚韧。”

电影《中国机长》首映礼在渝举行

第 五 届 全 国 民 营 企 业 合 作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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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9月20日电 金利
来集团创始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
届、九届、十届委员，香港著名企业家曾
宪梓于20日下午在广东梅州逝世，享
年85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0日对曾宪梓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曾宪梓于1934年出生于广东梅

州，1961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在
上世纪60年代，曾宪梓来到香港，后来
创办金利来集团。

曾宪梓逝世

据新华社德国慕尼黑 9 月 19 日
电 （记者 朱晟 王平平）中国华为
公司19日在德国慕尼黑会展中心举办
新闻发布会，发布华为2019年的旗舰
手机——Mate 30 系列智能手机。
该系列的5G版本是华为全球首款第
二代5G手机。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发
布会现场介绍，华为Mate 30系列手
机搭载了麒麟990系列芯片，使用了基
于安卓的EMUI 10操作系统，并将

提供6种配色。Mate 30 Pro还配
备了超感光徕卡电影四摄和超曲面环
幕屏。

据介绍，Mate 30系列的5G版
本为全球首款第二代5G手机，搭载了
麒麟990芯片的5G版本，后者采用了
7nm+EUV工艺制程，将处理器和5G
基带合二为一，使芯片集成度大幅提
升，功耗和发热大幅降低。这款5G手
机可实现2G/3G/4G/5G全网通、5G+
4G双卡双待。

华为发布全球首款第二代5G手机

在圣保罗举行的苗乡文艺表演。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