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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自铸货车惯运煤，山中十里走轻
雷。专家心血工人汗，此是渝郊第一回。”
这首诗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四川
境内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

上世纪30年代，近代著名爱国实业
家卢作孚在北碚主持修建了北川铁路。
当时，经北川铁路运往各地的煤炭，最多
时占重庆地区总用煤量的1/3以上。随
着1968年天府煤矿新矿区开发，完成了
历史使命的北川铁路被全线拆除。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天府镇文星场
看到，已消失53年的北川铁路和“蒸汽火
车头”，又重现华蓥山脉群山中。重建后，
这条铁路将带动天府镇实现绿色转型。

四川第一条铁路

早在1925年，合川、江北两县的部分
士绅就开始发起修建北川铁路，试图用机
车代替人力运输，将北碚天府地区的煤炭
通过铁路运至嘉陵江边，再由船运出。但
直到1927年，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出任峡防
局长后，北川铁路的修建才提上议事日
程。他邀请丹麦工程师守尔兹到北碚，经
过9个月的实地考察后，才完成施工方案。

1934年4月1日，北川铁路全线建成
通车。铁路南起嘉陵江观音峡白庙子，北
至大田坎，全长16.8公里，沿线设11个站
点，以运煤为主，兼具客运功能。

作为当时四川境内唯一的铁路，北川
铁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在“轰隆
隆”的蒸汽发动机带动下，火车穿行于华
蓥山脉群山中，依山而行，直抵嘉陵江观
音峡山巅。

据史料记载，在北川铁路通车前，从
天府运1吨煤到嘉陵江边，20人花上一整
天也难以完成。北川铁路通车后，天府日
运煤量最高达到2000吨。据1943年数
据统计，当时重庆1/3以上的能源供应靠
北川铁路运输，其中兵工55%、航运纺织
85%、发电60%、化工冶炼25%的用煤均
来自天府地区。

北川铁路一直使用到上世纪60年代
初，日运煤量提高到5000吨以上。1963

年，天府煤矿矿井迁移，北川铁路完成其
历史使命后被拆除。

曾带动沿线“黑”色产业发展

北川铁路运行期间，位于嘉陵江北
岸、华蓥山南侧的天府镇盛极一时，在抗
战时期更是成为大后方重要的能源基地。

“最红火时，天府一个镇居住着5万
余人。”天府镇宣传委员鲁仕武告诉记
者。煤矿产业是天府镇的主导产业，清末
民初时，当地小煤窑便开始盛行。民国时
期，卢作孚创建了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
司，后又成立天府矿务局，沿北川铁路发
展煤场，成为抗战时大后方最大煤矿。

解放后至上世纪90年代，天府矿业
公司成立，煤矿仍然是天府镇主导产业，
加上境内有丰富的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当
地煤矿和非煤矿山，最多时有50多家。
当地老百姓“靠山吃山”，有的去采矿企业
打工，有的向矿工出售农副产品，提供生
活生产服务，生活过得不错。

但从21世纪初至今，由于资源枯竭、
煤炭价格走低以及中梁山生态修复的要
求，当地煤矿陆续关闭。截至目前，天府
镇的所有煤矿、采石场已全部关闭。煤矿
的关闭也导致人口大量外流，煤斗车碰触

铁轨发出的声音渐渐消失，曾经热闹的矿
井和家属区也变得萧条。目前，该镇常住
人口不到2万人。

还能“靠山吃山”吗？天府镇开始谋
求转型。

“靠山吃山”新吃法

山，仍然是那座山。但转型后的“吃
法”却大不相同。

通过调研、论证，北碚区发现，天府镇
不但保留着大量工业遗址，不少老建筑还
保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貌，还曾吸
引了十多个剧组到此取景拍摄。此外，天
府镇的后槽海拔七百米，风景优美，气候
宜人。北碚区决定恢复、重建北川铁路，
利用这条有历史、有故事的铁路，打造天
府北川铁路生态旅游观光路线。

近日，记者在天府镇文星场看到，当
地已按87年前的风格重建了车站，轨道也
保持着当年的窄轨风格，火车头按照当时
的大小和形状1:1复建，尽管不再使用煤
炭作为动力，但仍保留了蒸汽头火车的外
观……据了解，北川铁路复建一期工程3.7
公里即将完工，有望于今年10月正式开
通运营。二期工程将挑战近200米的海
拔高差，从天府镇一直延伸到嘉陵江边，

重现当年“铁龙”穿越崇山峻岭的情形。
重建后的北川铁路，将带动当地以

“绿色”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产业。
从天府场镇顺着北碚西山环线一路

上行至五新村三宫殿，有一片开阔的草
坪。记者看到，草坪上建有卫生间、洗漱
场所等设施，不少游客在这里搭帐篷。鲁
仕武介绍，这是天府镇今年初才投用的汽
车露营基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周末节
假日每天游客有上千人。

据了解，这个露营基地的前身，是天
府镇2019年最后一家关闭的采石场。当
地在对采石场进行生态修复后，把它变成
了现在的网红打卡地。“近年来，我们通过
生态修复与整治，已对9处废弃矿山的300
亩矿坑进行了综合整治利用。”鲁仕武说。

在海拔800米左右的代家村青峰山
上，当地利用其难得的海拔高度和独特的
地形，引进企业通过“村集体+农户+企业
合作”联营模式，打造了滑翔伞运动基地。

过去，天府矿区有医院、学校和俱乐部
等生活配套设施，热闹非凡，重庆主城的居
民都争相来这里凑热闹，其中最好耍的当
属矿区所在地后峰岩。“现在好耍的，还是
在后峰岩，但耍法可跟当年不一样了。”鲁
仕武笑着对记者说。

当年四川境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时隔53年复建后即将投入使用

北 川 铁 路“ 复 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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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从17日国家
航天局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于2021年5月15日成功实
现火星着陆，截至8月15日，祝
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
个火星日(约 92 个地球日)，累计
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
探测，共获取约10GB原始数据，
祝融号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
务。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
稳健、能源充足，将继续向乌托邦
平原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
驶，实施拓展任务。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按照
“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有

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导航
地形相机获取沿途地形地貌数据，
支持火星车路径规划和探测目标
选择，并用于开展形貌特征与地质
构造研究；次表层探测雷达获取
地表以下分层结构数据，用于浅
表层结构分析，探寻可能存在的
地下水冰；气象测量仪获取气温、
气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用
于开展大气物理特征的研究；表
面磁场探测仪获取局部磁场数
据，与环绕器磁强计配合，探索火
星磁场演变过程；表面成分探测
仪、多光谱相机获取特定岩石、土
壤等典型目标的光谱数据，用于元
素和矿物组成等分析研究。

祝融号火星车
圆满完成既定探测任务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7 日 电
（李国利 邓孟）中国载人航天办
公室17日透露，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
出舱活动。

自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
日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神
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
活已满2个月。其间，航天员乘

组先后圆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
转移、天和核心舱组合体管理、大
机械臂操作等工作；开展了首次
出舱活动和舱外操作试验，以及多
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等任务，达到了阶段性工作目标。

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
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将于
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新 华 社 纽 约 8 月 16 日 电
（记者 刘亚南）美国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局16日宣布，该机构
下属缺陷调查办公室已于13日
对特斯拉公司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启动调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自2018
年1月至2021年7月，特斯拉多个
车型的电动汽车与已设置安全标识
的停靠车辆发生碰撞，所涉及的11
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17人受伤。

事故发生时，这些车辆均处
于自动辅助驾驶模式或交通感知

巡航控制模式。调查将评估自动
辅助驾驶操作所使用的技术和方
法，以及处于自动辅助驾驶模式
的车辆对周边环境的监控和响应
等内容。

此次调查所涉车辆的生产时
间为2014年至2021年，相关车
辆估计为76.5万辆，包括Mod-
el Y、Model X、Model S 和
Model 3四个车型。

此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分别因特斯拉汽车相关交通
事故发起过多个调查。

美监管部门调查
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综合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
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17日在社交媒体
上宣布，该组织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
人员及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穆贾希
德指出，塔利班目前已完全控制首都喀
布尔的局势，法律和秩序已得到恢复。
塔利班呼吁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尽快返回
工作岗位。

穆贾希德还说，人民的生命财产都
是安全的。塔利班已下令，该组织人
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任何居民的家
中，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能
受到侵害。

拜登16日就阿富汗局势表态，重申
撤军决定正确，将眼下乱局归咎于阿富
汗政府领导人、阿政府军和自己的前任
特朗普。美方人员“仓皇撤离”阿富汗令
拜登备受批评。社交媒体16日发布的
照片显示，大量阿富汗人涌入喀布尔国
际机场跑道，围向美军飞机，甚至“挂在”
舷梯上，争抢着登机。路透社报道，喀布
尔机场当天至少5人死亡。

拜登16日说，喀布尔的混乱局面
“令人揪心”，但他没有更早开始撤走人
员是因为阿富汗总统加尼不希望出现大
规模撤离。

阿富汗塔利班16日已经控制了喀
布尔市全部地区。喀布尔机场外有大量
试图离开的阿富汗民众，载有外国外交
人员的直升机密集起降，喀布尔机场仍
比较混乱。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灾难性”撤军政
策导致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
国重演当年撤出越南的“西贡时刻”，凸显
拜登政府内政外交上的三重失败。

失败一：引发国内批评

塔利班迅速打败阿政府的现实引发
了美国舆论、专家学者和一些共和党议
员对拜登政府撤军政策的猛烈抨击。据
美媒报道，数百名抗议者15日聚集在白

宫外，有人挥舞“美国背叛了我们”的标
语。即便是一些赞成美国撤出阿富汗的
分析人士也对拜登政府提出批评，低劣
的情报工作、几乎为零的规划、与盟友协
调的缺失以及糟糕的传播战略，无不说
明此次撤军在执行层面是一场不折不扣
的灾难。

失败二：盟友极度失望

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方式也让盟友感
到极度失望。据美媒报道，盟友们抱怨
美国并未就撤军这一可能威胁各国安全
利益的问题与他们展开充分协商，这违
背了拜登政府此前的承诺。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日直言，美
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个“错误”，整

个国际社会可能将为此承担后果。德国
总理默克尔16日也表示，在阿富汗的军
事行动并不成功。

失败三：重复历史错误

美国《纽约时报》此前在一篇报道中
说，拜登在从政后不久就见证了美方人
员1975年从西贡仓皇撤离。

似曾相识的不止于此。一年多前被
曝光的“阿富汗文件”直指美国政府和军
方长期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刻意误导公
众，隐瞒战争失败的现实，通过篡改数据
制造美国正在赢得战争的假象，这与半
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府向公众隐瞒越战真
相的“五角大楼文件”如出一辙。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7日电）

“喀布尔时刻”凸显拜登政府三重失败

釆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1】（秀山）0002号

重庆市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8月18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矿山名称
秀山县八竹台锰业有限公司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六合锰业有限公司

地方国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笔架山锰
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乡石门锰矿

采矿许可证
C5000002011102130119038

C5000002011092130119088

C5000002011092130120673

C5000002011092130120673

采矿许可证注销时间
2021年7月22日

2021年8月12日

2021年8月9日

2021年8月9日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
者 伍岳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17日在谈到阿富汗局势时说，希望美
方能对其动辄军事干预、穷兵黩武政策
做出认真反思，停止打着“民主”“人权”
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和
地区和平稳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
媒体普遍评论认为美对阿政策遭遇彻底
失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国对阿政策是否已经失败，美国
盟友是否认为美靠不住，我想美方和其他
国家都会做出自己的思考和结论。”华春
莹说。她说，电视和网络上关于喀布尔机

场的混乱画面，特别是有民众急于跟随美
撤离却不幸从美方飞机起落架上摔下身
亡的视频，让人震惊。喀布尔机场这几天
的混乱似曾相识，让人感慨万千。

“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
示，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
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重塑其他国家的错
误。”华春莹说，希望美方能对其动辄军
事干预、穷兵黩武政策做出认真反思，停
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他
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反思其穷兵黩武政策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实施大赦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实施大赦
冲跑道冲跑道、、抢登机抢登机、、““挂挂””舷梯……喀布尔机场一天至少有舷梯……喀布尔机场一天至少有55人死亡人死亡

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禁
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
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
采取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足
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
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如果我们做的有不到位的
地方，请不要轻易差评，添加掌柜
微信，扫平一切不开心。”福建厦
门一家炒粉店送出的外卖中附带
有一张“好评返现卡”。卡片上印
有商家微信二维码，还注明：“全
五星外加10个字的评价内容并
晒图”就能够通过微信领取2元
现金红包。

记者注意到，这家外卖店铺
网络平台评分4.7，系统显示高于
附近59.5%的商家。在187条带
图评价中，有不少评论中的图片
同评论人所购商品毫无关系，是

“凑图”；还有一些评价仅为10个
“棒”或“好”，明显是“凑字”。

还有部分商家利用微信公众
号来操作“好评返现”。

据多名商家介绍，好评率直
接关系网店盈亏。杭州“小碗菜”
饭馆老板告诉记者，“好评返现”
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流量获取
方式。

据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邓佩律师介绍，我国电子商
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均规定，电子商务经营
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
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记者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均依法打击“好评返现”。京
东、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制定的经
营规范中也将“好评返现”列为违
规行为，并对违规商家进行处理。

然而当前“好评返现”问题治
理成效并不理想。记者调查发
现，这与法律规范执行力度不足、
违法违规行为“本小利大”、市场主
体对危害性认识不够等原因有关。

——法律规范“落地”难。记
者发现，现实经营活动中，平台方
的监管手段大多能被轻易绕过。

——行为实施简便、风险不
大、利益明显。众多商家告诉记
者，当前外卖、网购领域经营竞争
激烈，“刷单”“刷流量”几乎成为
不少商家“刚需”。

——商家和消费者对“好评
返现”的违法性、危害性认识不
够。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
心主任薛军表示，“不少网络交易
经营者根本不知道‘红包换好评’
是违法行为，以为仅仅是平台不
让搞而已。”

薛军认为，“好评返现”行为
本质上属于虚假宣传，将会严重
破坏电子商务业态的信用评价体
系，导致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进
而“反噬”电商行业本身。

薛军建议，各电商平台应进
一步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和商品排
名规则，积极运用大数据、互联网
技术，多维度分析识别虚假交易、
虚假评价，及时发现并有效打击
刷单炒信行为。

（新华社记者 唐弢 颜之宏）
（据新华社杭州8月17日电）

网购“好评返现”问题
为何治理难？

大图大图：：88月月1616日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民众爬上一架飞机民众爬上一架飞机。。小图小图：：88月月1616日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向一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向一
名阿富汗男子名阿富汗男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左图：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在北
川铁路上运行的蒸
汽火车。

（北碚区博物
馆供图）

右图：北碚区
原样复建的小火
车。

记 者 龙 丹 梅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