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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1988
年4月26日，备受全国乃至世界关
注的“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海
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海域广
阔，资源丰富，风景优美。然而，由于
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开放，长期以来
它只是一个封闭、贫穷、落后的海岛。

1980年6月底，国务院和广东
省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这是改
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关于海南岛
开发的会议。1983年4月1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
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加
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
宽，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谈
到办好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建立经
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

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我
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
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
胜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按照

“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海南岛改革
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

1986年 8月，国务院决定将海
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赋予海南行
政区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实行计划单列。1987年，党中央和
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岛建省，并使之成
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88年4
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
区的决定。13天后，中共海南省委
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
千百年封闭落后的海南岛终于迎来
了大开放大发展的春天，海南历史也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海南建省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2 日 电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一声锣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
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营业，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
地方开始进行股份制探索。1984年
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制为股
份有限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元股
票，成为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限
公司。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和不断
增加，我国开始出现股票。随后，股
票发行数量快速增加，对股票进行交
易的需求由此产生。于是，在沈阳、
上海等地出现了股票柜台交易。
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代
客买卖证券，开展股票柜台交易业
务。同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
分行静安区营业部也开始进行柜台

交易。
1988年11月，国务院和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在中国成
立证券交易所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
究，决定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国家计
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
门以及金融界有关人士参加，组成
国家证券管理领导小组。

由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成立大会召开，12月19日，正
式举行了挂牌营业典礼。1990年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开始
试营业，并于1991年 7月3日正式
挂牌营业。

沪深两个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
股票的集中交易，有力地推动了股份
制的发展。这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
革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此后，
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壮大，逐渐走进国
际舞台。

沪市开盘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 （记
者 周勉）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
队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10月21日
至22日首次公开测产。经测产专家组
评定，最终亩产为1046.3公斤。

本次测产由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中
国农业科学院、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中
国水稻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湖北省

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水稻
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实施。测产田块位
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清竹
村，以福建农业科学院谢华安院士领
衔的专家测产组还观摩了位于湖南省
湘潭市和长沙市两处试验田的另外两
个组合。

1046.3公斤！
袁隆平第三代杂交水稻首次公开测产

联系人：邵先生
电话：13251458595

上门收购服务南岸会展中心旁边（凯
宾斯基酒店）大堂右侧
电梯旁，陈年老酒馆。

地址：

1957年绿美人350万元/瓶
1960年茅台酒：60万元/瓶
1961年茅台酒：50万元/瓶
1962年茅台酒：40万元/瓶
1963年茅台酒：38万元/瓶
1964年茅台酒：35万元/瓶
1965年茅台酒：30万元/瓶
1966年茅台酒：24万元/瓶
1967年茅台酒：20万元/瓶
1968年茅台酒：18万元/瓶
1969年茅台酒：17万元/瓶

1970年茅台酒：15万元/瓶
1971年茅台酒：11万元/瓶
1972年茅台酒：82000元/瓶
1973年茅台酒：70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58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48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355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285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245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215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20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190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185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17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165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16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155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145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134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130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107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10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10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99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97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95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66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56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54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52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48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41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39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36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34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32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29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28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26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26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25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2450元/瓶
2012年茅台酒：2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2350元/瓶

2014年茅台酒：2300元/瓶
2015年茅台酒：2250元/瓶
2016年茅台酒：2200元/瓶
2017年茅台酒：2100元/瓶
2018年茅台酒：2000元/瓶

1960-1979年之间参考价格
如下：
五粮液：3500元-23万元/瓶
郎酒：3500元-12万元/瓶

1960-1979年之间参考价格
如下：
习水大曲：3500元-23万元/瓶
平坝窖酒：3500元-12万元/瓶

老酒征集活动1953 年-2019 年茅台酒，80 年代和 90 年代五粮液、剑南
春、泸州老窖、郎酒、董酒等中国十七大名酒。

本次免费评估鉴定，价格公
开公平，买卖自愿，绝不无 故
压价，市民认可后当场付款。

主办方承诺:

高 价 收 购

征 集
范 围

（备注：1960年-1969年要求
茅台酒全品相八两以上)

（备注：1970-2018 年要求茅
台酒全品相、不跑酒)

前不久由重庆市中小学社会实
践促进会与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共同
主办的2019暑期“职业生涯规划体
验课程和综合素质评价实践课程”研
学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历时 6 天，求精中学研学团队
200多师生，分赴西安、上海、深圳三
地，走进大学实验室、博物馆、对话中
科院院士、探访500强企业、走访红
色文化基地……5天研学课程，为孩
子们打开了看世界、看人生的窗口。

“从溯源古代文明，到相约现代
科技，从爱国主题教育，到红色文化
教育……从古到今，从书本到现场，
丰富的研学课程除了帮助学生开拓
眼界，收获知识、技能外，最重要的是
激发同学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文

化之根，不忘初心，奋发有为。”求精中
学校长费春斌点出了组织此次研学活
动的初衷。

活动主办方之一的重庆市中小学
社会实践促进会秘书长龙昊认为，研学
活动帮助同学们开拓眼界，树立积极的
学业观、职业观，进而找到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让“向往的教育，幸
福的成长”这一研学理念落地生根。

研磨，过滤，放入离心机，静置5

分钟……将冷却的95%酒精加入烧
杯中轻轻搅拌……7月11日，在上
海中科院生命科学院实验室里，孩
子们瞪大眼睛，观察科研人员在实
验中植物DNA提取的每一步操作
和实验变化。原来书本上的科学知
识竟那么有趣，科研不再神秘，激发
了不少同学报考相关专业的兴趣。

研学活动重在“研”而不是
“旅”，大学为研学提供了丰厚的科

学和人文资源。
在上海研学之旅中，同学们聆听

同济大学飞行器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沈海军教授的讲座，还动手设计
制作飞机模型，锻炼了同学们的动手
能力。在深圳，同学们造访南方科技
大学薄膜物理实验室、超导量子计算
实验室，走进AEE无人机制造公司
体验操作，到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体
验宇航服、太空餐……还邀请了求精

校友进行分享，其中就有职于世界五
百强企业的负责人，还有高科技公司
的创始人，在同学中引起不小的轰
动。

“以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觉得
考个大学混个文凭就够了，现在看到
知识的力量，知识才能创造更多财
富。”“我的目标就是报考材料科学和
工程专业，研发超级材料。”研学归来
同学们热烈探讨起自己的梦想，制定

起职业规划。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优秀传

统文化的熏陶也必不可少。
在西安，同学们走进了兵马俑博

物馆，并在传统匠人师傅的指导下学
习了如何亲手复制兵马俑，还来到剧
院，观看了秦腔表演，试穿戏服，对祖
国悠久的历史有了更多感触。

“孩子回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认
真做了规划，看得出这次研学活动真
把他触动了。”家长杨女士亲眼见证
了孩子的变化。

期望研学活动成为学生向往的
教育，让人人都能从中收获幸福、收
获成长！求精中学师生对下一次的
研学活动充满更多期待。

李达毅

最 美 的 课 堂“ 在 路 上 ”
——求精中学2019假期研学活动精彩纷呈

今秋，大足区拾万镇百亩水稻试验
田传出好消息：由袁隆平院士亲手赠与
的超级稻“超优1000”种子首次在大足
试种，经测产平均亩产量达到903.9公
斤。

这是大足区争取袁隆平院士工作
站这块“金字招牌”落户大足后，助力大
足水稻试验种植取得的又一佳绩。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
隆平，为何将首个设立在重庆的专家工
作站落户大足？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
深入大足采访，了解到该区致力于发展
水稻产业的决心，以及袁隆平与大足的
难忘情缘。

大足是袁隆平参加工作的第一站

地处大足区东南部的拾万镇，自古
被誉为大足粮仓，拥有万亩优质高产水
稻基地，其中水稻示范片达5000亩。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传统的
水稻产业种植技术与模式已经跟不上
发展的脚步。

如何破题？大足区引导拾万镇开
始转型升级，致力于发展现代农业，并
将水稻作为主攻方向。

基于此，大足区引进沃驰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驰公司”）
入驻拾万镇，助力打造一幅“稻香四溢”
的美丽乡村画卷：挖掘当地富硒资源优
势，做强做大优质水稻产业；将稻田耕
种向艺术化种植转型，打造彩色水稻创
意核心示范园；突出绿色生态和农事体
验，打造沃驰农业“嘉年华”体验园……

然而，要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现代农
业，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拥有权威的科

技力量。在一次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中，
拾万镇党委政府与“沃驰公司”一拍即
合：何不邀请“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来重庆设立专家工作站？

他们为何会产生如此大胆的想法？
原来，大足是袁隆平1952年参加

工作的第一站，在大足农村参加了3个
月时间的工作，并与当地村民同吃同
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说干就干。
当拾万镇党委政府与“沃驰公司”

一行赶赴长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袁隆
平说出来意后，没想到袁隆平非常爽快
地回答：虽然时隔60多年，我对大足那
片热情的土地记忆犹新，你们在拾万镇
发展现代水稻产业，我大力支持你们建
设专家工作站，同意担任大足区现代农
业发展总顾问。

令大家更为欣喜的是，袁隆平还特
地给重庆市政府相关领导写了一封亲
笔信，对“沃驰农业”的发展模式给予高
度点赞，并表明了同意将袁隆平重庆院
士专家工作站设在大足的意愿。

袁隆平为工作站成立发来贺信

“我曾在重庆求学11年，大足是我
工作的第一站，这里是我追求梦想与事
业起航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
情，所以一直以来特别关注这一地方的
发展。”

2018年9月16日，袁隆平院士专
家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大足区拾万镇举
行，袁隆平在发来的贺词中回忆了自己
和大足的渊源，并对袁隆平重庆院士专
家工作站的成立表示祝贺。

他表示，将率领专家团队以乡村振
兴战略为统领，立足重庆大足、服务大
西南，以水稻新技术研究、新成果推广
应用为重点，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助推“三农”发展。

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位于拾万
镇长虹村沃驰农业园内，共有7名农业
专家，主要探索在科研、人才、粮旅融合
等领域的优质粮油产业科学发展新模

式，以及开展新品种研发展示、技术培
训、大型农业会展、交流讲座等。

工作站还设立了重庆目前唯一的
水稻科普教育基地——袁隆平杂交水
稻科普展览馆。该馆展出内容包括杂
交水稻的研发历程、各类杂交水稻种子
标本，以及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故事
等。在工作站的墙上，还展示了袁隆平
赠与大足农民的“拾万香·香万里”题
字。

专家工作站为大足粮油产业“引路”

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成立一年
多来，是如何引领大足水稻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呢？

2019年3月，袁隆平院士专家工
作站在拾万镇首次试种袁隆平超级稻

“超优1000”，并在8月29日的测产中
得出好成绩，试验田平均亩产达903.9
公斤——该品种在国内种粮优势基地
的目标亩产量为1000公斤，在今年阴
雨绵绵的天气环境下，大足试种的品种
还能收获903.9公斤产量，已经是非常
不错的成绩。

2018年，大足区依托袁隆平院士
专家工作站，分别与西南大学、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组建了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大足分院。该院围绕科技引领乡
村振兴和水稻产业结构调整两大主
题，在拾万镇长虹村种植了130亩绿
色优质高效水稻新品种，并采用“稻
鱼+虾、蟹”等种植养殖新模式提升水
稻种植效益。

一年来，专家工作站还开展了绿色
优质高效水稻新品种示范，对神农优
228等优质抗病品种集成展示，推广了
以机耕、直播、机插、机防、机收为主体
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尤为关键的是，在袁隆平院士工作
站的帮助下，大足区确定了粮油强区的
总体部署。其中，大足将建设水稻文化
艺术公园等四大主题公园，把普通的稻
田变成游客流连忘返的乡土乐园；以稻
田艺术、大地景观为亮点吸引游客，以

“拾万香”“油桥香米”等绿色生态农副
美食留住游客，打造以“一稻”“一农”

“一山水”为核心的现代优质粮油农旅
综合体。

按照部署，到2025年，大足区优质
粮油种植面积将达60万亩，粮油产品
优质率将达60%以上，粮油机械化生
产率将达65%，粮油产品加工率将达
60%，商品率将达70%，销售收入1亿
元以上的加工企业将达7家。

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缘何落户大足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相关新闻>>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2 日电 （记
者 周闻韬）重庆一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利用电话或微信冒充医生销售保健品
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5600余万元。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涉案
的33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有
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不等的刑罚，并
处罚金50万元至1万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至
2017年 8月，被告人赵峰、陈永强等
人陆续在重庆、广州、漳州等地成立
多个健康管理公司，并招聘销售人员
通过电话或微信，针对不特定中老年
人，冒充中医专家、医生或健康中心

工作人员等，为受害人诊治、开药，其
间虚构或夸大受害人所患疾病的严
重性，高价销售温补气血口服液等保
健产品，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
5615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人采取公
司化运作方式行骗，公司内部层级关系
明确，组织形式严密，应认定为公司化
运营的诈骗犯罪集团。赵峰等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各被告
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及犯罪事
实、情节、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重庆一特大电信诈骗团伙案宣判
33人被判刑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9时—2019年10月29日16时。10月23日9时开始在重
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
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
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10月2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

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15（总第
108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685676

亩

1028.514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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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德仁天皇 22 日在皇居正殿
“松之间”举行了“即位礼正殿之仪”，正
式宣告日本第 126 代天皇即位。有来
自194个国家及联合国、欧盟等组织的
代表共 20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即位仪
式。

图为日本德仁天皇（中）在东京皇
居正殿参加即位仪式。

新华社发

日本天皇
正式宣告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