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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余志强等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余志强、重庆育恩联合妇产医院有限公司、重庆奥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璟泓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圣易商贸有限公司、重庆金蕴林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德汇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意向买家报名参与上述各债权购
买，若需了解各债权具体情况，请致电或者来函咨询。

联系人：资产保全部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386
邮箱：lixian@cqsxdb.com 邮编：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金开大道56号人和两江天地1单元4-1

新华社沈阳 6 月 8 日电 （记者
王莹 包昱涵）心系海底，梦向深蓝。
历经40余天，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主持研制的“海斗一号”全海
深自主遥控潜水器，于6月 8日搭乘

“探索一号”科考船载誉归来。
“海斗一号”此次在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完成了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
用任务，最大下潜深度10907米，刷新
我国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同时填
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
白。

本航次中，“海斗一号”在马里亚纳
海沟实现了4次万米下潜，在高精度深
度探测、机械手作业、声学探测与定位、
高清视频传输等方面创造了我国潜水
器领域多项第一。

作为集探测与作业于一体的万
米深潜装备，“海斗一号”在国内首次
利用全海深高精度声学定位技术和
机载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完成了
对“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的巡航探
测与高精度深度测量，获取了一系列

数据资料。
同时，借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全海深机械手，“海斗一号”多次开展

了深渊海底样品抓取、沉积物取样、标
志物布放、水样采集等万米深渊坐底作
业，并利用高清摄像系统获取了不同作

业点的影像资料，为深入研究探索深渊
地质环境特点和生物演化机制提供了
宝贵素材。

“海斗一号”是科技部“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
备”重点专项立项支持项目，由沈阳自
动化所联合国内十余家优势单位共同
研制。自2016年7月项目启动后，“海
斗一号”历经两年半的关键技术攻关与
测试验证，于2019年完成实验室总装
联调、水池试验、千岛湖湖试和南海
4500米阶段性海试。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来袭，“海斗一号”研发团队克服
重重困难，于4月 23日搭乘“探索一
号”科考船奔赴马里亚纳海沟，在短时
间内高效完成了海试和试验性应用任
务。

“海斗一号”的成功研制、海试与试
验性应用，是我国海洋技术领域的一个
里程碑，为我国深渊科学研究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技术手段，也标志着我国无人
潜水器技术跨入了一个可覆盖全海深
探测与作业的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王翔）6月7日，
2020年“老外@Chongqing·体验非遗
暨老外游乡村”第四期活动走进巴南区
东温泉镇。17位外国友人参观“亚洲
一绝”的东泉热洞，倾听市级贫困村黄
金林村的产业脱贫故事，品味当地特产
金丝皇菊茶。他们感叹当地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现场写下了16篇游记。

今年，巴南创新“老外@Chongq-
ing·体验非遗”活动方式，在搭建免费
的非遗学习平台基础上，采取“非遗文
化+传统节日+乡村旅游”的方式，举办

“老外游乡村”体验、展示活动，每周邀
请外国友人深入巴南部分镇街，赏风
景、品美食、游乡村，让外国友人更加深
入了解重庆“非遗”，感受、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巨变。

据介绍，2018年，东温泉镇黄金林
村启动建设了300亩“兴农名优柑桔基
地”和1200亩“十里花果长廊”项目。
其中“十里花果长廊”项目中的菊花种
植加工已在2019年投产见效。菊花盛
放时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旅
游，加工后的金丝皇菊茶实现年产值
40万元，亩产达5000元，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带动当地贫困户人均增收
7500元。

外国友人詹姆斯在游记中写道：
“这次东温泉体验的热洞、温泉都很独
特，很值得留恋，还有黄金林村的金丝
皇菊茶口感非常好，这是当地扶贫产业
的巨大成就，相信一定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期待下次还有机会，再到东温泉来
深度休闲体验一番。”

“老外游乡村”走进东温泉
感叹脱贫成效显著 现场写下16篇游记

新华社重庆 6 月 8 日电 （记者
李勇 张桂林 赵宇飞）平坦干净的村
道，整齐清爽的民居，一派生机的菜园
和果园……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市巫
溪县渔沙村，在苍翠群山环绕下，俨然
一道靓丽的风景。

巫溪县曾是中国的国家级贫困县之
一，不久前刚刚“摘帽”。它所在的大巴
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产
业基础薄弱，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村民李志贤眼中，渔沙村近几年
的变化可用“翻天覆地”形容。这种变
化始于“科学种田”带来的产业振兴。

三年前，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派出专
家，到渔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也将
辣椒、脆桃等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带到
村里，并对村民们展开技术培训，建立
产业示范基地。

“过去大伙儿都不懂技术，就守着
土豆、红薯、玉米‘三大坨’，高价值的果
菜种不好、不敢种。”在村干部、技术专
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李志贤成为最早尝
试发展特色种植业的村民之一。2018
年，他通过种植辣椒、生姜、西瓜等，一
年收入3万多元，当年就成功脱贫。

曾经观望、犹豫的村民们，彻底打
消了顾虑，纷纷跟进。目前，渔沙村及
其所在的红池坝镇已培育成辣椒、茶
叶、脆桃等短中长期结合的产业体系。

“如果市里的技术专家早几年来，我们
早就翻身了。”李志贤说。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技术、
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不断向贫困地区
倾斜。

在地处巫溪县文峰镇的薯光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脱毒马铃薯繁育中
心，农户们正在大棚内采收手指头大小
的马铃薯种薯。

“山里最不值钱的马铃薯，因为脱
毒种薯的推广使用而增产增收。”公司
生产部长梁峰铭说，全县马铃薯亩产因
此提高了20%，马铃薯种植户亩均增
收600元以上，惠及全县1.4万名贫困
户。

贫困乡村的巨变，不只是产业的发
展，村容村貌和田地焕然一新，让田园
生活也有了审美价值，成为人们向往的
一道道风景。

在过去，人们常用“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形容中国农村的人居环境，现在早已今
非昔比。

“人居环境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依托农村原始自然资源，坚持
原样原貌修复与治理。”巫溪县委常委、
红池坝镇党委书记王仕杰说，巫溪构建

“畜禽入圈、柴禾归位、瓜豆上架、蔬菜
成行、卫生上榜”环境治理机制，努力保
留农村特有的农耕文明和乡土元素，让
农村的生产生活也变成风景。

如今不只是渔沙村，在茶山村、龙台
村等贫困山村，破旧的农房，修葺以后变
成独具特色的巴渝民居；泥泞的乡间小
道，铺上石块成为别具一格的便民路；
杂乱的木柴，都堆放得整整齐齐……

田园风景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在当
地集体经济组织的牵引下，“小组团、微
田园、生态化、有特色”的农旅融合经济
逐步兴起。

茶山村，曾经“穷在深山无人知”的
深度贫困村，近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境，打造出果园、花园、茶园、微田园“四
园”俱佳的田园风光，一跃成为“红池云
乡”国家3A级景区。

“游客可在春季品茶赏花，在夏季
避暑摘果，在秋季收药采蜜，在冬季玩
雪，也可以在微田园种植采摘蔬菜，体
验农家生活。”红池坝镇镇长唐庆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茶山村已打造
10家特色民宿示范户，户均收入3万
元左右。贫困户胡光元创办的“古月
居”是茶山村第一家特色民宿，去年8
月营业以来，已收入4万多元，加上在
村里的脆李种植中心的务工收入，胡光
元已实现脱贫。

在龙台村，村里通过村民自筹和村
集体入股的方式，成立好客农业专业合
作社，创办乡村旅游民宿和竹木加工
厂，构建股份分红和群众务工收入的利
益联结机制，促进村民增收。

30余名村民长期在民宿和竹木加
工厂务工。贫困户鲁茂辞在一家民宿
当厨师，丈夫也在合作社务工。“以前，
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
挣钱，两个人年收入6万多元，另外还
有分红收入。”鲁茂辞说。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巫溪县
贫困发生率已从2014年的18%降至
0.65%。今年2月，巫溪县正式退出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序列。

重庆巫溪：

种田靠科学 生活有美学 田园变风景

连日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民众举行大型示威活动，抗议在美国发生的针对非洲裔群体的种族歧视行为。 新华社发

反对种族歧反对种族歧视视
欧美多国民众举行游行欧美多国民众举行游行示威示威

10907米“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
● 刷新我国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
● 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

英国英国 法国法国 比利时比利时

意大利意大利 綦江铝产业形成供应链

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 武汉市卫
健委8日晚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武汉市
对5月14日—6月1日集中核酸检测
排查发现的300名无症状感染者，提取
其痰液和咽拭子样本，经中科院武汉病
毒所病毒分离培养，300人份样本均未
培养出“活病毒”。

专家认为，无症状感染者痰液及咽

拭子样本中未培养出病毒，表明样本中
的病毒含量极低，或者不存在具有致病
性的“活病毒”。同时对300名无症状

感染者使用过的牙刷、口杯、口罩、毛巾
等个人用品采集擦拭样，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300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1174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说
明武汉目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没有
传染性。

武汉：300名无症状感染者病毒培养结果全为阴性

□新华社记者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
察暴力执法后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活动
仍在全美各地继续。欧洲、美洲、非洲
多国民众也连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
国种族歧视现象。

弗洛伊德事件让国际社会更加认
清了美国人权、种族、社会治理等问题
的严重性。“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
是命”“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对种族
主义说不！”“对警察暴力说不！”……激
愤的抗议口号，将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
性社会弊病揭示无遗。

种族歧视的聚光灯

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非洲裔遭受
种族歧视的一例新的血证。自美国黑
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喊出“我
有一个梦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一
起起“我无法呼吸”的种族问题悲剧仍
频频发生。

随着弗洛伊德事件发酵，许多黑人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述无所不在
的种族歧视带来的恐惧感和压抑感。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辜学武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荡
背后根源是系统性、周期性的种族主义

问题。美国政治家一直没有找到方法
化解这种社会深层次的矛盾。

连日来，从伦敦到巴黎，从布鲁塞
尔到华沙，从多伦多到惠灵顿，弗洛伊
德之死引发的怒火在全球蔓延；肯尼亚
民众还到美国使馆前静坐，表达对美国
社会长期歧视非洲裔群体的不满……

肯尼亚活动人士万杰里·恩德鲁告
诉记者，弗洛伊德事件暴露了美国对有
色人种群体的系统性歧视和虐待，显示
种族平等在这个超级大国仍是空想。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污点。

社会不公的放大镜

“无法呼吸”的弗洛伊德正是当下
美国黑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福利等多
重社会不公中挣扎求生的一个象征符
号。

马来西亚学者钱德拉·穆扎法尔撰
文认为，弗洛伊德事件表明，大部分非
洲裔美国人仍处于边缘化和社会底

层。美国眼下经济状况彰显这一群体
在经济上的脆弱性，新冠疫情也展现了
黑人等美国弱势群体更可能成为受害
者，而美国无法保护这些人的福祉。

美国社会“金钱至上”“资本至上”
的扭曲价值观，在围绕弗洛伊德的媒体
报道中也可见一斑。6日，美国保守派
媒体福克斯新闻台因节目中一张黑人
被杀与股市上涨对照图表而遭广泛谴
责，被迫向公众道歉。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
万德罗·卡瓦略告诉记者，弗洛伊德事
件表明，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存在
严重问题，“我无法呼吸”这句话正是美
国底层民众窒息感、受压迫感和焦虑感
的集中反映。

双重标准的照妖镜

弗洛伊德事件也是一面照妖镜，鲜
明照出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在人权等
问题上的严重双重标准。

针对弗洛伊德之死，伊朗外长扎里
夫在推特上将一份美国指责伊朗人权
问题的声明稍做修改，将原稿中的“伊
朗”全部替换为“美国”后，读起来毫无
违和感。

印度尼西亚大学学者伊尔万夏说，
美国当局对国内和平抗议活动采取强
硬姿态，对比它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类
似场景时所持立场，无疑持有严重的双
重标准。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费萨尔·梅克
达德告诉记者，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受到
种族主义者的蓄意攻击，美国侵犯人权
这么明显，却动辄攻击他国人权，甚至
以此为借口滥用武力，“这是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也是对他国人权的侵犯。”

马来西亚学者穆扎法尔表示，美国
的政治精英在国内外以捍卫人权和民
主的形象自居，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种
伪善。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从“我有一个梦想”到“我无法呼吸”
——弗洛伊德事件成为美国社会积弊“照妖镜”

新华社发

近日，綦江区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铸造车间，工人正在倾倒铝液。据了解，
作为产业链上游的旗能电铝公司目前日产的900吨铝液，全部供应到园区的6家铝
加工企业。园区内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供应链，为园区内各铝业公司高效完成订
单、夺回疫情损失提供了保障。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