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男主角奖 王景春 《地久天长》
最佳女主角奖 咏梅 《地久天长》
最佳导演奖 林超贤 《红海行动》
最佳男配角奖 王志飞 《古田军号》
最佳女配角奖 吴玉芳 《送我上青云》
最佳故事片奖 《流浪地球》
最佳编剧奖 阿美 王小帅 《地久天长》
最佳摄影奖 曹郁 《妖猫传》
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文牧野 《我不是药神》
最佳录音奖 祝 岩 峰 刘 旭 王 丹 戎

《流浪地球》

最佳美术奖 陆苇 屠楠 《妖猫传》
最佳音乐奖 居文沛 《古田军号》
最佳剪辑奖 朱丽赟 《进京城》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红花绿叶》
最佳儿童片奖 《小狗奶瓶》
最佳戏曲片奖 《挑山女人》
最佳科教片奖 《绿色长城》
最佳纪录片奖 《奋斗时代》
最佳美术片奖 《风语咒》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 杨在葆
王铁成 许还山

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名单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3
日晚，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
礼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
式在厦门举行。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的陆苇凭借电影《妖猫传》，和屠楠一起
获得了最佳美术奖。

陆苇1995年考上四川美术学院油
画系，《妖猫传》是他作为美术指导的第
一部电影，在川美的学习不仅让他拥有
出色的绘画能力，还培养了广阔的视野
和创新的思维。

2011年2月28日，屠楠意外接到
导演陈凯歌的电话，邀请他做《妖猫传》
美术指导。“之前从未见过陈导，能与陈
导结缘要感谢著名摄影师杨述先生的
推荐。”彼时，屠楠34岁，陆苇36岁，工
作经验并不丰富，“可能我们的文学、美
术功底打动了陈导。”

《妖猫传》一做就是六年，屠楠和陆
苇一起造出了一种细致到极致的绚烂、
热闹又克制的盛唐之景。不同于其他
展现大唐盛景的影视作品，在《妖猫传》
中每一帧画面都有一种中国画的境界
和气韵。

为了制作好影片中的场景，陆苇不
仅实地考察了多处古建筑，还翻阅了《通
典》《新唐书》《旧唐书》等大量典籍。因
为出色的绘画能力，陆苇还担起了影片
中很多图画的创作工作，比如观众们看
到的黄轩饰演的白乐天（原型白居易）
家中满墙关于杨贵妃的线描图，以及贵
妃墓中的壁画等，都是陆苇绘制的。

陆苇也与重庆渊源颇深，在四川美
术学院油画系求学的4年，不仅让他拥
有了出色的绘画能力，也让他爱上了重
庆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古

建筑。2013年，陆苇曾经绘制过一本
《重庆母城老地图》，表达他对重庆的
热爱。

对于在川美的学习给自己的影响，
陆苇表示：“应该是教学上的改革、创新
给了我们开放的思维。我虽然是油画
专业的，但老师会让大家学习观念摄
影、综合材料课、装置、影像等试验性课
程。这让我们视野拓得比较宽，不拘泥
于某一种材料或某种表达方式，创作会
更有活力，进而加深对艺术的认知与
理解。”

川美毕业生陆苇获金鸡奖最佳美术奖
他曾绘制《重庆母城老地图》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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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1月 22
日，第十七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
会正式开幕，全球数百家车企齐聚羊
城。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长安欧尚、
东风风光等纷纷展示了最新的汽车产
品和技术，成为本届广州车展上的亮
点。

车展现场，长安汽车携CS55PLUS、
CS75PLUS等12款车型亮相，并举办
了 CS55PLUS 上市发布会。其中，
CS55PLUS推出了手动炫色型、手动炫
动型、自动炫色型和自动炫动型4款车
型，官方售价为9.19万—11.49万元。

长安CS55PLUS采用高光层云前
脸造型、整车极具动感视觉，该车支持
后排座 4/6 分放倒，纵深最大可达
1850mm，并采用了10.25英寸视网膜
级高清极目双联屏设计、精准倾斜主驾
10°的人性化布局，和IACC集成式自
适应巡航系统、360°可录制高清全景
影像、开门自动预警功能等智能配置，
可为车主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

东风风光在车展上同时推出了三
款车型，分别是超级全域SUV——东
风风光ix7、纯电动都市SUV——东风
风光E3、都市迷你纯电SUV——东风
风光E1。其中，风光ix7全面对标同
级别合资品牌，以13万元级中型SUV
的定位抢占紧凑型SUV市场，并以15
万元级四驱车型抢占同级两驱市场。
而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全时电驱风光
E3 EVR（增程型），解决了目前充电
难、充电慢等用户痛点；小型纯电SUV
车型风光E1，则开创了全新的新能源
汽车细分市场。

长安欧尚在车展上公布了新款
SUV长安欧尚X7六款车型预售价：
7.99万元-11.99万元，该车型乘员室
采用高强板环形结构，高强钢占比达
75%，是目前最高等级的车体结构，在
强度上全方位保护驾乘安全。新车全
系标配蓝鲸1.5TGDI发动机、集成式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悬浮式彩色触控大
屏等，并采用双底盘软连接设计。

多款“重庆造”自主品牌新车
亮相广州车展

本报讯 （记者 仇峥）11月 22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会公布了重
庆市虚假违法广告十大典型案例。市
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从十大典
型案例以及近期查处的多起案件可以
发现，当前青少年消费领域的虚假违法
广告问题较为突出。

此次我市公布的虚假违法广告十
大典型案例包括：重庆骄阳兰多科贸有
限公司违法广告案；重庆逸合创展房地
产顾问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重庆博昂
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重庆正里元
科贸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欧莱雅（中
国）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重庆市大足
区佳瑜视力保健咨询中心违法广告案；

重庆衡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违法广告
案；重庆益氧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违法
广告案；重庆泰恒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违
法广告案；北京搜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违法广告案。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上十大典型案例来自全市今年以来查
办的232件虚假违法广告案件。在十大
典型案件中，除在房地产、营养品、护肤
品领域较多发，一个突出现象是针对青
少年消费，特别是视力矫正、教育培训等
领域的虚假违法广告问题较为突出。

如大足区佳瑜视力保健咨询中心
违法广告案，当事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发
布广告，称能通过中医耳穴自然疗法等

手段提升视力，“疗效率高达96.8%，是
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经查明，当事
人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其广告发布更
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说明有效
率等内容。

另外在重庆益氧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违法广告案中，当事人同样针对消费
者关注的视力问题，将眼部按摩器名称
虚构成近视恢复仪，并夸大功能作用。

除近视防治，针对青少年教育的虚
假违法广告问题也较突出，一些教育培
训机构，通过广告宣称可以保证升学、
提高分数。市场监督管理局称，但凡对
升学、通过考试以及对教育培训效果做
出保证性承诺的，以专家或受益者名义

作推荐证明的广告，都是违法广告。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已联合相关部门，专门对近视矫正
乱象进行了专项整治。下一步还将通
过强化监测检查、严格查处案件、实施
协同监管等手段，在金融、医疗、药品、
保健品、教育、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深入
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并将查处结果定期
向社会公布。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目前虚假违法
广告主要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
途径传播。针对这一情况，监管部门正
在完善广告监测机制，提高监测水平及
能力，积极推进智能化等技术手段，提
高市场监管效率。

重庆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十大典型案例
视力矫正、教育培训等领域问题较突出，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途径传播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钧 实 习
生 王天翊）11 月 22 日，西南汽车
电子暨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展示交易
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交易中心）在两
江新区鱼复工业开发区落成，该中
心将助力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融合
发展。

据介绍，展示交易中心规划6000

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全部落成后可
容纳展示电子智能制造链各环节的各
种高端智能装备300余台。目前落成
的一期平台达3000平方米，展示高端
智能装备近百台，从线路板印刷到成
品组装，展示交易的高端智能装备囊
括了生产制造链上各个环节，所有装
备均为国产。

西南汽车电子暨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展示交易中心落成

将促进汽车产业电子产业融合发展
11月16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采煤

沉陷区，山间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美不
胜收。万盛有80多年企业化采煤历史，
形成了180平方公里的沉陷影响区。近
年来，当地加快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修
复，开展规模植绿行动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以及水资源恢复、土地整治、道路
改造等，成效明显，还矿山绿色生态。

特约摄影 曹永龙

万盛：

还矿山绿色生态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11月21日，重庆市测绘地理信
息学会2019年年会举行。重庆日报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重庆已建成覆
盖全市域的实景三维模型，能够充分还
原我市全域自然资源格局与城乡风貌。

据介绍，这一全景三维模型的整体
分辨率达0.4米，可用于大范围的自然资
源调查、检测。其中，主城区5473平方
公里范围内的实景三维模型整体分辨率
为0.2米，可以为精细的违法建筑监管、
规划选址、工程进度监督等提供支持。

因为航拍要求和拍摄方式的不同，
有些范围的实景三维模型精度更高。
比如，主城建成区1314平方公里内，实
景三维模型分辨率为0.08米；29个远
郊、近郊区县建成区实景三维模型分辨
率达到0.05米。也就是说，在郊区县

建成区，5厘米的物体都会被记录下
来，一个公交站点、一棵树、体育场的设
施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看清楚。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常见的二维影像图呈现的更像城市

“表皮”，三维模型则能让城市的“骨架”
也展现出来，可为我市精准扶贫、自然
资源生态保护、城市品质提升、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等领域提供一个更科学高
效、更智能化的手段。

重庆建成覆盖全市域实景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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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举报投诉量减少一半，消防政务

服务由群众打分，住宅失火保险赔付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主
动检视在服务群众方面的问题，并采
取多项措施，为民服务解难题，真正走
近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主动“找事”聚焦群众急难关切

“不要有顾虑，你们有什么困难需
要我们解决的，都可以说一说……”这
一幕发生在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日常
检查中。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这样
的场景越来越常见。

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
处长杨灿剑介绍说，找准病灶才能对
症下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支队通过
入户走访、街头随访、调查问卷、座谈
会等方式，广泛收集群众难题，变被动

“接访”为主动“求访”。
据介绍，今年以来，该支队累计收

集群众问题建议120条，并结合近两
年举报投诉案件进行归纳整理，确定
了应急通道堵塞、三无高层建筑消防
设施损坏、“三合一”临街门面火灾隐
患整改资金缺失等14个群众关切的
问题，形成了群众疑难问题清单。

担当“干事”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在工作中，如何保证执法公平公
正，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该支队法制科科长张茗介绍说,
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执法办案
中心，并实施监督检查与行政处罚分
离制度，执法人员只需如实反映检查
情况，录入相关文书，是否立案查处和
罚款幅度由执法办案中心审查后决
定。张茗介绍，检罚分离机制将“检查
员”和“办案员”的角色分离开来，对预

防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据了解，今
年以来，该支队通过检罚分离机制办
理案件309起，开出罚单232张，且无
一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为了更好的服务群众，该支队还
制定实施了消防政务服务“好差评”办
法，将工作评价交给群众，群众可通过
消防服务窗口、互联网终端、移动终端

和电话等形式对消防执法中行政许
可、日常监督、举报投诉、执法办案、火
灾调查等五个版块进行“满意、一般、
不满意”评价，“今年以来，我们收到群
众6949个满意评价，还没有出现一般
或者不满意的评价。”张茗说，但是为
了更好服务群众，支队还是要每半年
对评价情况进行一次分析研判，查找
突出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

为民“办事”解决群众实际需求

“这下好了，损失减少了。”家住弹
子石的张先生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
了。因为家中电器使用不当引发的火
灾，导致卧室被烧毁，损失较大，但有
了火灾惠民险，张先生家获得了2万
元的赔付，减轻了损失。

支队火灾调查科科长王希砚介绍
说，火灾惠民险主要针对住宅火灾，按
照“政府预算支出、保险公司市场运

作”的原则，为全区70万常住居民统
一购买。发生火灾事故后，居民将相
关资料准备齐全，最多7个工作日就
能得到相应的赔付。“2017年以来，火
灾惠民险已赔款140余万元，惠及163
户受灾家庭。”王希砚说，今年支队还
在探索将生产经营住宿“三合一”等九
小场所纳入该保险范围之中，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为民办事，就要解决群众的实际
难题。今年，该支队还联合南岸区供
电局，投入140多万，通过在电缆井内
进行楼层封堵防止串烧等方法，对辖
区10个小区91栋高层建筑进行了电
缆井专项整治。“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我们做了很多解决群众实际需求的
事，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对照群众问
题清单，采取更多有力措施，为群众办
更多好事。”杨灿剑说。
庞遵萍 图片由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提供

南岸区消防救援支队检查消防控制室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高科技
让人震撼！原来蔬菜还可以这样种。”
从山东省寿光市回来后，彭水县大垭乡
的致富带头人秦仕强11月21日激动
地向村民宣传山东农牧产业的智慧化、
规模化运用场景。

11月初，秦仕强随鲁渝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扶贫协作考察团前往山东学
习，与他同行的还有来自彭水县大垭乡
和鞍子镇干田村的致富带头人、扶贫干
部、驻村第一书记等。这两个地方，正
是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简称
市住房城乡建委）扶贫集团对口帮扶的
贫困地区。

为什么市住房城乡建委扶贫集团
重视两地的蔬菜种植？

“跳出行业搞扶贫协作，是一次大
胆的尝试。”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
处处长冯赵介绍，该委自2018年6月
被纳入东西部扶贫协作部门以来，很
快与山东省住建厅签署了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但经多次
对接后，发现鲁渝两地在地理、气候等
建设条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老百姓

的建房习惯也受到不同人文背景制
约，行业协作难度较大。双方在遵循

“实事求是、因事施策”原则的基础上，
调整工作思路，确定了两条腿走路的
协作方向——

一方面，继续立足建设行业，强化
企业合作与技术交流。重庆市住房城
乡建委邀请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
公司、莱钢建设集团等企业来渝，与我
市相关企业、贫困区县对接，初步形成
了农村山地装配式建筑、太阳能利用、
文旅策划、特色小城镇建设等协作发展
思路，助力我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另一方面，跳出行业局限，创新利
用扶贫协作开展对口帮扶。目前，市住
房城乡建委通过山东省住建厅协调潍
坊市农业部门、恒蔬无疆农业、康益养
殖等单位专家，针对彭水县地理条件、
气候特点研究了产业提档升级的思路，
拟参照贵州省毕节大棚发展模式对大
垭乡既有大棚进行改造，还将组织该乡
致富带头人前往寿光接受发展蔬菜大
棚产业的系统培训，以促进产业落地、
农户增收。

鲁渝住建部门东西部扶贫协作有新招——

“跳出”行业搞创新扶贫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