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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草莓音乐节预热派对来袭 提前开启躁动狂欢这个深秋，时光因为音乐变得更
加热烈，一场活力四射的草莓音乐
节，将为重庆带来超嗨燃爆的音乐盛
宴。

11月2日，一场专门针对碧桂园
业主及客户的2020年碧桂园·重庆
长江草莓音乐节预热派对将在
MAO LIVE HOUSE提前引爆，夏
至梦Summer Vapour、果然乐队、
南瓜马车3支乐队将通过潮流新玩
法让重庆提前燥热起来，也预示着草
莓音乐节正式进入倒计时。

惊喜预热派对提前点燃
山城热情

来自山城本土的果然乐队将带
来原创表演，融入后摇、英伦、迷幻、
摇滚等风格，在音乐律动中表达最真
实的自我；同样来自于重庆的南瓜马
车乐队青春又野性十足的音乐风格，
将给现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压轴

表演的夏至梦Summer Vapour，其
音乐中蕴藏着青春无敌的力量，将通
过对浪漫人生的表达，给听众带来积
极向上的力量。

此外，重庆碧桂园将重点携带长
桥江山、麓铭府、溪山玥、天玺、天麓
等一批优质项目亮相预热派对，为现
场的业主及客户带来高层、洋房、别
墅等多业态、高质量的人居作品。

跨界老朋友激发新能量

超级强大的阵容、持续燃炸的效
果、穿破耳膜的呐喊，草莓音乐节每
走过一个地方，都将引发一场全民音
乐狂欢。

事实上，早在2018年重庆碧桂
园和摩登天空就曾有过跨界联合，冠
名了重庆草莓音乐节主舞台“草莓舞
台”，并推出“碧燃重庆”主题系列活

动，为现场乐迷带来高水准阵容和音
乐体验。

2020年，碧桂园与摩登天空再
度携手，再次冠名重庆长江草莓音乐
节，通过年轻、会玩、走心的合作模
式，追求营造多元化的品牌文化，在
音乐领域搭建桥梁，与城市年轻一代
建立情感共鸣，从而激发鼓励更多的
年轻人去寻梦拼搏。

打造年轻人潮玩互动地

据悉，本次音乐节共设立碧桂
园·草莓舞台、爱舞台、长江舞台等音
乐舞台，将通过不同的舞台呈现不同
的音乐视听盛宴，再度强化“年轻化”
品牌形象和个性主张。

届时，现场可以听到来自著名歌
手吉克隽逸的实力音符，感受到中国
第一支说唱金属乐队扭曲机器的狂

野音乐态度，欣赏到国内代表性摇滚
乐队——痛仰的音乐美学，还可以看
到辨识度极高的Hip-hop音乐人
Tizzy T、有着“故乡民谣之父”之称
的低苦艾、尧十三、旅行团乐队等各
地人气乐团的精彩演出。

此外，本次音乐节还特别设立了
“渝生有你·碧在一起”碧桂园主题品
牌互动展区，展区内有为乐迷们精心
准备的DJ互动区、好梦制造间和梦
想加油站，还有结合重庆本地文化设
置的打卡空间，为乐迷们带来前沿的
艺术潮流生活体验。

近年来，碧桂园深耕重庆，借助
近年持续实施的“品牌年轻化”战略，
凭借“草莓音乐节”和碧桂园的强大
品牌号召力，将再次引发年轻群体
共鸣。

方媛

机构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南川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杜江 机构编码：000019500119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金山大道8号（浦江·上海城）17栋2-2、2-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龙井路5号附98号2-80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日 邮政编码：408400 联系电话：023-85627889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寿险、团体年金
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丽新 机构编码：000038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18幢第4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1幢5楼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1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023-6039185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展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

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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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10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全市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跨境赌博立案
476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399人，打掉
网络赌博平台和支付平台42个、技术
服务团伙3个，查证涉案资金流水141
亿余元，我市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取
得阶段成效。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汪绍敏介绍，此次我市成立了由公安主
导、26个市级部门参与的打击治理跨
境赌博工作专班，细化任务清单，先后
建立了联席会议、信息交互共享等工作
机制，开辟涉赌案件侦办绿色通道，搭

建起共管共治的工作平台。
“由于跨境赌博案件所涉及的服务

器多在境外，账户信息多、资金流向不
明、取证难，冻结也难。”市公安局一级
巡视员陈江渝介绍，目前的跨境赌博违
法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境外向
境内延伸；二是参赌人员“十赌十输”；
三是与其他犯罪相互交织。

当前跨境赌博活动主要受境外赌
博团伙的操控，面向我国大量开设赌博
网站，还有的直接派人入境发展下线、
代理，打着“科技公司”的名号，通过国
内中介公司或在国内各大招聘网站发
布高薪招聘信息，诱骗国内人员到境外

赌博网站从事推广、客服等工作。而
且，跨境赌博违法犯罪往往与涉黑、涉
恶、绑架、勒索、诈骗等严重刑事犯罪、
经济犯罪及腐败现象相伴随。同时，该
类案件存在作案周期较长、洗钱方式专
业，银行卡持卡人、使用人和卡主身份
不一致、无关联等问题。

重庆公安充分发动各警种、区县全面
挖掘涉跨境赌博犯罪线索。对近年来网
络涉赌案件、警情全面倒查，通过走访调
研11家成员单位建立线索通报处置机制
等措施，梳理汇总网上网下涉跨境赌博线
索340余条、涉跨境赌博人员2000余名。

“一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

我们也加强封堵。”陈江渝介绍，全市各
相关部门先后开展专项整治，全面开展
网络违规游戏、非法博彩排查摸底，加
强境内外赌博网站涉赌App的识别和
封堵，摧毁网络赌博平台120余个。对
全市4家基础电信运营商、17家介入
服务商和5家云平台、750余家互联网
企业开展深入检查，督促完善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落实。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市跨境赌博立
案476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399人，打
掉网络赌博平台和支付平台42个、技
术服务团伙3个，查证涉案资金流水
141亿余元。

打掉网络赌博平台和支付平台42个

我市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取得阶段成效

本报讯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杨圣泉 郭浏婷 通讯员 朱丞）10
月28日，记者从万州区获悉，今年以来
该区加快推进15件重点民生实事，让
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10月28日上午10时，万州牌楼街
道石峰社区养老服务站十分热闹，20
余名老人在这里健身、下棋、看书。该
社区养老服务站有200多平方米，设有
棋牌娱乐、书画阅览、康复理疗等区域，
自今年6月建成投用后，这里便成了社
区老年朋友“打堆”的地方。

建石峰社区养老服务站等18个社
区养老服务站，是万州区今年确定的
15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据万州区发

改委通报，今年万州区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不利影响，加快推进15件重点
民生实事，让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今年1—9月，该区累计完成投资
3.06亿元，社区养老、“四好农村路”建
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3项
民生实事已提前完成。该区新建成通
社公路 1000 公里、社区养老服务站
18个、公办幼儿园5所，完成天城、白
土等乡镇敬老院升级改造和农村卫生
厕所改造 5824 户，资助贫困大学生
1320名，中小学课后服务、农村学前
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建立医改便
民长效机制、公租房优化利用等事项
有序推进。

新建通社公路1000公里 新建社区养老服务站18个

万州区加快推进 15 件重点民生实事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10月28日，记者从我市打击治
理跨境赌博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
岸公安日前侦破一起特大跨境网络赌博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6人，冻结一大
批涉案资金。

今年4月初，南岸公安在工作中获
取一条涉及跨境网络赌博重要线索，立
即集结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

“投注简单，玩耍方便，只需一部手
机就能坐等收钱……”据该案的参赌人
张某说，他在某赌博App代理人的游说
下幻想一夜暴富，最终上当受骗，前后输
了100多万元。

“此类赌博App背后都是精心设计
和人为操控的陷阱，刚开始会让你赢，以
为暴富就在眼前。”专案组民警介绍，经
查，该犯罪团伙职责分工明确，在境外架
设服务器，开设专用的赌博App，在境
内发展多级代理人，由各级代理人进行
诱赌、招赌、吸赌，通过非法购买银行卡、
身份证等证件信息，对赌资层层流转，以
规避监管和警方侦察。

在查清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后，专案
组集结200余名民警，分立22个抓捕小
组，分赴各地集中收网，最终抓获犯罪嫌
疑人166人，查扣冻涉案银行账户和移动
支付账户1682个，冻结一大批涉案资金。

南岸警方侦破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张天杰）10月28日，记者从我
市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近日云阳公安打掉一个为
跨境网络赌博提供资金结算的特大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1名，冻
结银行卡4000余张。

2019年5月，云阳公安在工作
中获取一条涉网络赌博案的重要线
索：重庆一家公司为境外网络赌博平
台提供支付结算，日结算资金达
1000余万元。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
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专案组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通

过各种方式发展了数以万计的“码
农”，收集他们的微信、支付宝二维码
或银行卡，并对接境外赌博网站进行
资金流转，仅“交投保”这一个为境外
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的网络
支付平台，2019年5月至2019年11
月半年时间就为境外赌博网站结算
资金4亿余元。

专案组从庞大的信息数据和案
件线索中进行逐条比对、梳理核实，
经过反复研判分析、调查取证，最终
确定了以谢某、满某、孙某等人为首，
涉及四省市61人的特大网络犯罪团
伙，并将其一网打尽。

云阳警方打掉一特大网络赌博资金结算犯罪团伙

本报讯 （记者 苏畅）10月 28
日，市扶贫办与开州区人民政府在开州
职教中心联合举办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技能培训成果展示活动。来自33
个区县、10所雨露技工基地校的20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同台竞技，集中展示
计算机应用、母婴护理、中式烹饪、汽车
修理等13项实用技能培训成果。

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展示全市贫困

群众扶志扶智成果，检视贫困劳动力
扶贫技能培训效果，进一步激发贫困
群众积极参加技能培训的热情。活动
共评出个人一等奖22个、二等奖38
个、三等奖57个、优秀奖73个、单位

“优秀组织奖”12个和“特别贡献奖”2
个。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个人，将分别
奖励3万元、2万元和1万元的扶贫产
业发展资金。

展示技能培训成果

全市20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同台竞技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崔曜）
监督驾驶员驾驶状态，在必要时候做出
限速指令，实时监测运输车辆运行轨
迹……10月28日，重庆市建筑垃圾监
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利用数据
报表的分析汇总、部级平台数据共享、
智慧环卫系统数据共享、GIS地图服务
等功能，可实现建筑垃圾管理的集约
化、高效化、智能化。

24小时实时监控

建筑垃圾智能监管平台通过指纹
识别和IC卡录入渣运公司、渣运车辆
以及渣运驾驶人信息，可对渣运车辆的
远程状态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包括
车辆的行驶路线，车辆的分布情况以及
流向、历史运行轨迹等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该平台还具有为车

辆规划行驶路线、设定区域限速、监控
车辆行驶时间，进行疲劳驾驶识别等功
能，从而对车辆进行定向管理。如若车
辆在运行停靠时出现故障，通过平台还
能进行远程诊断。

信息共享协同监管

“不仅仅是城市管理部门，公众也
能通过该平台参与监管。”市城市管理
局副局长万隆介绍，公众可以通过平台
举报建筑垃圾处置过程的各类违规、违
法现象，并监督政府职能部门对违规、
违法问题进行处理。下一步，相关的应
用程序会随之上线。市民在生活中发
现了违法违规情况，可“随手拍”并通过
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上传平台。

不仅如此，该监管平台也实现了全
市建筑垃圾工地信息、填埋场信息、处

置核准信息、清运信息等基础备案数据
的互通共享，以提升各管理部门、各区
县之间的协同监管和处置调度能力，增
强全市建筑垃圾的监管力度。行业管
理部门通过该平台可准确掌握全市建
筑垃圾排放企业、消纳企业、运输企业、
运输车辆及司机等基础信息。

比如应急部门在应对自然灾害时，
该平台能够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垃
圾运输车辆调度信息；公安、交通和生
态环境等职能部门也可通过该平台加
强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超速超限、违规
倾倒、抛冒撒漏等行为的监管。

新型智能渣土车亮相

上线仪式上，新型智能渣土车同步
亮相。新型智能渣土车接入该平台后，
可通过多功能联动，对驾驶员规范管

理。平台建设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型
智能渣土车内设有主机以及5个摄像
头。顶部摄像头最重要，监管着车辆货
厢的厢盖是否处于密闭状态。如果厢
盖打开，该平台将启动自动限速。

此外，驾驶室内还设有一个摄像
头。该摄像头则负责监管驾驶员的违
规行为，若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打
哈欠的情况，该平台将进行语音提醒，
从而保证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如果车辆在非指定区域，出现了
违规倒渣的情况，平台也会第一时间收
到警报。”相关负责人表示，出现此类情
况首先驾驶室内的主机会发出警报，平
台会自动下发锁车的指令。届时，车辆
就会自动限速，同时也无法进行举升倒
渣的动作。“这项举措是为了保护环境，
防止发生乱倒渣的情况。”

重庆市建筑垃圾监管平台上线运行
公众既可举报违规行为，又可监督职能部门处理过程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28
日至30日，由重庆新华书店集团主办、
重庆图书馆支持、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的2020重庆新华馆配会在重庆
新华传媒有限公司物流中心举行。全
国109家重点出版社4.3万种精品图书
参展，全市近500家公共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前来采
购，让市民读到更多好书。

“本次馆配会展区面积近3000平
方米，所有参展品种样本均在展台进行
展示，客户只需手持无线终端采集器扫
描样本即可方便快捷地采购到自己所
需图书。”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和去年相比，本次馆配会
参展品种数量有所增长，且近60%为

近一年出版的新书，“希望为图书馆等
阅读场所提供更多优质图书资源，满足
市民阅读需求。”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馆配会
现场秩序井然，好书琳琅满目。京版若
晴科创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郑龙介绍，该公司携“‘共和国脊
梁’科学家绘本丛书”、《罗哲文全集》等
重点图书参展，吸引了九龙坡区、北碚
区、大足区等区县图书馆采购。

“巴南区图书馆和巴南区4家民宿
一同前来采购，预计采购近5000册图
书。”巴南区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王传燕说，这些图书除了可以丰富图书
馆馆藏，还将充实民宿图书室的内容，
让游客在游玩之余也能读到好书。

让市民读到更多好书

4.3万种精品图书亮相重庆新华馆配会

10月28日，长江万州段新一轮蓄
水水位达到 175 米高程。随着水位的
抬升，万州江面宽阔、山水相连、城景相
融，重现平湖美景。高峡平湖的壮丽景
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人。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又到175米
高峡平湖美

□吴昊

近日，各大电商平台启动了2020
年“双11”促销。11月11日还没到，

“双11定金”“双11无法入睡”等关键
词就冲上了微博热搜，虽然大部分平
台都声称“今年的玩法更简单”，但是
网友们纷纷吐槽：已经被逼疯了！

近年来，“双 11”逐渐成为各大
电商平台开展大促销的固定日期。

“双 11”促销，对于消费者和商家来
说确实是个双赢的日子：一来，消费
者可以享受到商家较大的优惠幅度；
二来，商家可以借此聚拢人气、增加
销量。

但在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也存
在着各种令人无奈的问题。诸如快
递发货慢，先涨价后优惠，抢购价格
与支付价格不符，甚至在“双 11”之
后遭遇的退货潮，售后服务没保障等
问题，让“双11”数据产生了不少水分。

而今年“双11”一开始就遭到消
费者吐槽。相比于过去的打对折、折
上折、抢券优惠、满减优惠等活动，优

惠的玩法日趋多样。从开火车到叠
蛋糕，再到如今的喂猫，其中的各种
算法让人眼花缭乱，难怪网友直呼：
比数学考试还难。

越来越复杂的规则，本质还是越
来越缩水的优惠。虽然通过游戏抢
券等方式，可以凝聚人气，增加商家
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且大额优惠券
还能以“竞争”的方式分发，似乎更加
公平公正。但实质上，在这些“花式”
优惠的背后，隐藏着优惠缩水的事实。

营销手段的过度游戏化，对于消
费者和商家都没有好处。一方面，容
易造成“优惠券疲劳”，空耗消费者的
期待。当消费者耗费大量精力，得到
的却是几元等幅度不大的优惠时，巨
大的落差自然对产品少了好感，也不
利于商家的品牌打造。另一方面，复
杂的游戏，也会催生“薅羊毛”的灰黑
产业链条，让一些“羊毛党”有机可乘。

“双 11”促销，真心优惠才能赢
得口碑。电商平台要设好规则、把好
尺度，让消费者以更简单易懂的方式
参与抢券，同时引导商家合法合规营
销，避免陷入低价竞争、无序竞争的
恶性循环。商家自身也要诚信经营，
既要给出“诚心”的价格，也要提供

“诚实”的质量和服务。

“双11”促销，真心优惠才能赢得口碑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