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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烤火
炉，常年与石壁为友、与化学试剂为
伴……这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
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的日常。用
了8年时间，独立完成千手观音80只
手、20件法器的修复，被评为“2019
巴渝大工匠”的陈卉丽用行动诠释着
工匠精神。

“望闻问切”四诊法修复石刻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精华
千手观音造像雕凿于南宋中后期，在
88平方米的崖面上刻有近千只手、
眼、法器，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
状如孔雀开屏，斑斓夺目，被称为“国
宝中的国宝”，陈卉丽和同事们就是
要对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进行修
复。

文物修复不是人们在纪录片里
看到的那样，只需要在石像上敲敲打

打就行。项目立项、病害诊断、前期
试验、方案设计……这些前期研究都
是陈卉丽工作的一部分，每天7点前
起床、8点到办公室，这些看似枯燥
繁杂的前期工作都是在日复一日中
完成。

在修复千手观音的8年时间里，陈
卉丽和团队成员几乎每天都会待在石
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站在高高
的脚手架上，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和
注射器修复着文物。为了确保修复效
果，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用烤
炉，她和团队成员必须克服冻疮、蚊虫
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困难，或站、或
蹲、或躺，经常一个姿势一保持就是一
整天。

文物修复是非常耗时的工作，有
时候仅是修复一尊石像一个指甲盖
面积大小的彩绘就需要一整天。曾
经有摄制组找到陈卉丽，希望她用3
分钟时间演示文物修复的过程，她
说：“文物修复的过程太漫长了，3个

小时都不一定能拍出来什么，更别说
3分钟了。”

有人称呼陈卉丽为“石刻医
生”。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她

总结出“望闻问切”四诊法，可初步诊
断文物病害20余种，准确率达95%以
上，与专业仪器诊断的结果基本吻
合。

传承文物修复师的工匠精神

通过高清摄影，陈卉丽将观音像
分为99个区域探查、标记病害；穿着
铅衣，她对石像进行X光探伤；投用
分体式脚手架，她开创了文物修复的
先例；在修复过程中不断创新，她开
创多学科多部门协作的模式，多年的
积累和不断地学习，让陈卉丽交出一
份又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8年多来，3200多个日夜，为了对
千手观音的830只手“对症下药”，她
和团队一起整天“泡”在修复现场和方
案堆里，常常为了一个小细节而辗转
难眠，仅编制的修复实施方案就多达
1066 个，填写调查表 1032 张、约
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制
作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
1300余张。休息日对身负艰巨文物
修复任务的陈卉丽来说是奢侈的，她
每周最多休息一天，很多时候甚至没

有休息日。
陈卉丽和团队承担着大足石刻5

万余尊造像的保护修复工作，因为他
们要抓紧时间将这些宝贵的时刻重现
光彩。再过6年陈卉丽就将退休了，她
深知文物修复远远不是一代人的努力
就能完成的。为了不让文物修复工作
断层，近年来，在一线修复工作之外，
陈卉丽逐渐开始把重心放在了“传帮
带”上。“文物修复，真实性永远是第一
位的。”这也是陈卉丽对新人的最基本
要求。

两次获选“巴渝工匠”，让陈卉
丽谈起工匠精神时有着深刻的体
会。她说，文物代表的是中华文化
和历史，文物修复工作就是工匠精
神的最好体现。陈卉丽希望把文物
修复师的工匠精神传播到更远的角
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文物
保护队伍，让这种精神生生不息地
延续下去。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总工会提供

文物修复师陈卉丽：让大足石刻光彩重现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巴渝大工匠”陈卉丽

机构名称：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钟勇
机构编码：0000365001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三峡水利大厦12楼B幢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三峡水利大厦12楼A幢、B幢
成立时期：2011年09月08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8651644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

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佩卓
机构编码：000015500224
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迎春东路258-2-3
成立日期：2010年08月25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023-45633551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支公司八塘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帅佳利
机构编码：0000055002270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填河街8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填河街30号、30号附1、30号附2号
成立时期：2004年03月29日 邮政编码：402760
联系电话：023-4141362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
等相关单证；接收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可以
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区支公司郭家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远平
机构编码：0000055002340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郭家镇花园桥正通街50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郭家镇花园桥正通街126号
成立时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5422
联系电话：023-858495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
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营销
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荣昌区支公司广顺营销服务

部
机构负责人：钟萍
机构编码：00000550022600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公园街7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成渝东路258号
成立时期：2003年01月06日
邮政编码：402465
联系电话：（023）4673309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围龙营销

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刘照伟 机构编码：00000550022401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腾龙街11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腾龙街111号附2号
成立时期：2004年03月23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023-4564592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
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巫山县支公司官渡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明星 机构编码：00000550023700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官渡镇龙泉街27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官渡镇龙泉街272号1层1-1、4层、龙泉街270

号4层
成立时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700 联系电话：18996513303
业务范围：营销员展开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

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据；接
受客户咨询及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空港佳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中央公园北
部，总建面约146.6万平方米，分为A、B、C、D、E、F、G七个
组团，其中住宅建面约100万平方米，总套数约19595套，
规划入住人口约4.9万人，商业总建面约18.10万平方米。
本次推出C、D、G区共计44个商铺，正在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通过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进
行挂牌招租，招商方式、范围等信息已在重庆产权交易网
（www.cquae.com）和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http://
gzf.zfcxjw.cq.gov.cn/）发布，请意向承租者及时关注。报
名请登录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或拨打电话
详细咨询。

联交所报名联系人及电话：陶老师63628134，赵老师
63628070

招租方联系人及电话：韩老师023-67031105（工作
时间：9：00-12：00（上午）；2：00-5：30（下午），周末及
节假日除外）

空港佳园公租房项目C、D、G区共计44个商铺招商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
者 马卓言）针对美方官员近期对中国
社会制度的无端指责，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1日表示，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正确的。美
方试图按照自己意愿改造别人的想法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国不会受别
人摆布，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和确定
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0月
17日，美国国务院助卿史迪威在威尔逊
中心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时表示，
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竞争阶段，美须改变
同中国打交道方式，审视意识形态日益
淡化等因素。史迪威还对中国社会制度
进行无端指责。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史迪威的演讲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
严重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
的霸权思维和双重标准。

她表示，史迪威在演讲中无端指责
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中国谋求民族复兴
耿耿于怀。中国的制度好不好，中国人
民最清楚，实践也已经作出了回答。

华春莹说，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正确的，完全
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需要，也
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华春莹说，多个外国机构民调显
示，中国民众对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的支持度在所有受访国当中始终排
名第一。“既然是成功正确的道路，为什
么要改变？既然人民群众支持，为什么
要放弃？”她说。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
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双方谁也改变
不了谁。美方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
造别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更
是不可能实现的。”华春莹说，中国不会
受别人摆布，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和
确定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中方从
来无意改变美国，美方也不应总是谋求
改变中方，而是应学会以包容、平等的
心态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
正当发展权利。如果总是幻想改变甚
至改造别国，肯定只会落得满地玻璃
心。只有学会懂得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才有可能共享满天璀璨星。

“我还想再次强调，中美之间的竞
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重要的是不让偏
见和戒惧控制思维，更不能让冲突和对
抗主导关系，而应坚持求同存异，平等
协商，管控分歧。”华春莹说，希望美方
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回归理性，
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多做有利于
中美互信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外交部回应美官员：

中国不会受人摆布
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方向走下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1990
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央决
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

浦东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
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外滩的一块三
角形地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

从 1984 年起，国务院和上海市
政府提出：要振兴上海，重点是向杭
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
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1986年4
月，在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主持
下，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
步方案，并向中央上报了《上海市城市
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1990年初，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提
出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得到重视和
支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
院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于1990
年4月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
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
的政策。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
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
周年大会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
同意加快浦东开发的决定。

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开发浦东的政策和措施。
9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政府开发、
开放浦东新区的具体政策规定。浦东
开发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
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
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一个
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
奇迹般地崛起，浦东由此成为20世纪
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
重要标志。

浦东开发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
者 刘红霞）我国18个自贸试验区或
将从今年12月1日起迎来更深更广的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六部法律将暂
时调整实施，为改革“开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21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
律规定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

草案提出，在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
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外贸易法、消
防法、食品安全法、海关法、种子法的有
关规定，相关调整在三年内试行，对所
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
管理，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
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
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

拟直接取消审批的事项包括拖拉
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资格认

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和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资质审批。

拟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包括食品
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以及报
关企业注册登记。

拟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为公众聚
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
查。草案规定，当事人承诺符合消防安
全标准并提供相关材料的，消防救援机
构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查，当场作出审批

决定。
拟优化审批服务的事项涉及林草

种子（进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取
消省级林草部门对林草种子（进出口）
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的审核（初审）环
节，申请人可直接向国家林草局申请核
发许可证。

草案明确，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
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
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拟暂调六部法律实施

为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开道”

全国扫黑办21日在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公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
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
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
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
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
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
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
等4个法律政策文件。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
任陈一新表示，出台上述法律政策文
件，对于确保扫黑除恶“打准、打狠、打
深、打透”，推动专项斗争依法深入健康
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打伞破网” 重点查办公职
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7类案件

《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
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指
出，各级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应聚焦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案件及坐大成势的过程，严格查办公职
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

根据该通知，将重点查办公职人员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7类案件，即：公
职人员直接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公职人员包庇、
纵容、支持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他严重刑
事犯罪的案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滥
用职权，帮助黑恶势力人员获取公职或
政治荣誉，侵占国家和集体资金、资源、

资产，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或为黑恶势
力提供政策、项目、资金、金融信贷等支
持帮助的案件；负有查禁监管职责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帮
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案件；司法工作
人员徇私枉法、民事枉法裁判、执行判
决裁定失职或滥用职权、私放在押人员
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的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生
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包庇、
阻碍查处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以及泄
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为犯
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案件；公职人员利用
职权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案件。

明确非法放贷行为 严惩
黑恶势力非法放贷

由于非法放贷的认定缺乏明确、统
一的标准，是否应纳入刑事法律调整范
围也存在一定争议，导致一些严重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放贷活动得不到
有效打击处理。针对这一问题，《关于
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明确，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
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
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
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
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
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
副主任姜伟表示，近些年来，因非法放
贷而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呈现高发态
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调研中
发现，为获取高额利息，非法放贷者往
往会有组织地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催
收，形成非法放贷、讨债团伙，很容易蜕

变为黑恶势力，正是由于获利快、收益
高，非法放贷也成为一些黑恶势力敛财
的重要手段。

为保护正常的民间资金融通，精准
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意见将打击目
标锁定社会危害性最为突出的非法高
利放贷，明确在定罪量刑时以单次实际
年利率超过36%的非法放贷为基准，
并且从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
非法放贷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等几个方面，规定了“情节严重”和“情
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

此外，意见还明确，黑恶势力非法
放贷的，据以认定“情节严重”或“情节
特别严重”的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
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起点标准，均
低于一般非法放贷的入罪标准和加重
处罚标准，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从严
惩处的政策精神。

斩断网上黑恶势力“黑手”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
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
出，对通过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
发送侮辱性信息、图片，以及利用信息、
电话骚扰等方式，威胁、要挟、恐吓、滋
扰他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应
当准确认定，依法严惩。同时对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如何认定以及此类案件
的特殊取证方式等问题，作了明确规
定。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
杜航伟介绍，意见以问题为导向，对司
法实践中亟需予以明确的问题作了明
确规定。

同时，意见从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四个特征着手，对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的特殊性作了规
定。在组织特征方面，为逃避打击，黑
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联络的便利性，分
工合作，部分成员甚至不需要相互见面
和彼此熟识。对此，意见明确“对部分
组织成员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联络实施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即使相互未见
面、彼此不熟识，不影响对组织特征的
认定”。在危害性特征方面，由于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涉及的
地域和行业一般较为广泛，与传统黑恶
势力犯罪存在区别，意见明确对此应当
结合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综合判断，如
果黑恶势力犯罪“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
会造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的”，应当认定为“在一定区
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
影响”。

开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第二战场”

《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
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
题的意见》规定，由监狱负责教育引导
跨省异地服刑的涉黑涉恶罪犯坦白交
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行
为，鼓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形成
书面询问材料后，根据案件性质，移送
原办案侦查机关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或其他省级主管部门依法
审查处理。

意见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明确了跨
省异地服刑涉黑涉恶罪犯坦白、检举案
件线索的移交工作流程，规范了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上述
案件过程中，提审以及解回侦查、起诉、
审判的工作流程，强化了政法各部门协
调配合机制。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打准、打狠、打深、打透
——五部门印发4个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律政策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