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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李星婷

一袭黑衣、黑帽子，作为川美油
画77级“明星班”班长，中国“伤痕美
术”代表人物，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名誉院长高小华的“出场”很
低调。当他在展厅看到自己的作品
《为什么》时，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这幅画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跨越
42年，如今它又回来了。”高小华教授
说。

对于母校，高小华有着深刻的情感
和记忆，他曾多次“梦回”黄埆坪老校
区。说起学校的老师，高小华如数家

珍：绘画系主任刘国枢、带大家去油田
的王大同、与大家共度毕业创作时光的
魏传义，还有意气风发、最受同学们喜
爱的两位青年教师——杜咏樵和马一
平。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体解剖
课”老师吴成琨，把每堂课都演绎得生
动有趣。用高小华的话来说，尽管那个
年代物质严重匮乏，但川美人从不缺乏

对艺术执着的理想和热情，以及奋发进
取的精神。

《为什么》是高小华的成名作。记
者看到，画作里，缠着绷带的年轻人，用
质疑、困惑的眼神发出无声呐喊：为什
么？这幅作品正是“伤痕美术”的代表
作。

除了《为什么》，《父亲》《春风已苏

醒》《春》等“伤痕美术”名作此次也回到
母校展览。

高小华说，从上世纪的“伤痕美术”
“乡土绘画”，到85新潮及上世纪90年
代的“中国经验”，再到当代艺术，川美
人从未缺席，创造了20世纪后半叶中
国美术史的一段“神话”。

面对崭新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
馆，高小华认为应充分发挥美术馆的
收藏陈列、巡回展出、研究、教育、社交
等五大功能。“如果能把美术馆这5大功
能都做好，那么它就是一个成功的美术
馆，而不是一个撤了展览即是空的展
览馆。”

中国“伤痕美术”代表人物高小华：

川美人创造了中国美术史的一段“神话”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张凌漪

身披绿马甲、头戴小红帽，为市民
指路、讲解、发放游览指南……这是第
三届城市花博会上，200名志愿者每天
展现的一幕。她们的年龄只有十六七
岁，但服务认真，不怕辛苦。据悉，这群
小志愿者均来自重庆女子职业高级中
学，经过一个月的选拔、培训后，才正式
上岗。

16岁的周美玲是本届花博会的志
愿者之一，她的服务范围主要在露天剧
场区域。由于通往露天剧场有阶梯，扶
腿脚不便的爷爷奶奶下阶梯，便成为她
每天的主要任务。

“虽然这几天有些辛苦，但爷爷奶
奶们的一声声‘谢谢’让我倍感温暖，也
让我觉得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周美
玲说，通过来花博会当志愿者，更能体
会到帮助他人的意义。

志愿者周柯静主要负责“山城家
园”展区。工作期间，她平均每天要走
超过两万步，解答 30余位市民的问
题。但是，谈到这几天的感受，小姑娘
语气里满满都是成就感。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帮助了
别人，也收获了成长。希望以后还有机
会来当志愿者。”周柯静说。

志愿者机动组负责人邹义表示，花
博会期间，志愿者服务非常辛苦，不仅
要耐心回答市民咨询，也克服了不少困

难。“比如志愿者只能分批次吃午饭，而
且大部分只能站着吃。”邹义说，虽然这
些志愿者年龄都很小，但一直坚守岗
位，一点都不娇气，几天下来，明显感受
到她们的成长。

小志愿者们在工作中也受了一些
委屈。比如有些市民拍照时践踏草坪，
有的市民拉扯树叶、采摘花朵；还有些
市民不听劝阻，执意到禁止进入的区域
内拍照。志愿者们认真履行职责，偶尔

也会遭遇个别参观者冷言冷语。
“面对不理解、被质疑，虽然委屈，

但她们还是坚持工作，耐心劝阻。”志愿
者的带队老师曾德英说，在花博会现
场，小志愿者们一边通过小喇叭广播循
环播放“温馨提示”提醒市民，一方面在
不文明的行为发生时耐心劝阻，为花博
会构建起了一道“文明风景线”。

曾德英表示，绝大部分市民都理解
并积极配合志愿者的工作，及时纠正、
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也希望，市民能够
文明逛展，为其他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
环境。

花博会期间，由于人流量大，孩子
与父母走散的情况时有发生。组委会
在接到家长求助后，及时通知分布在花
博会各个园区的小志愿者根据家长提
供的线索进行寻找。

“仅10月25日上午，小志愿者就
帮助找回了5个走丢的孩子。”曾德英
说，志愿者在日常工作时，会主动观察
到孩子身边是否有大人陪同，如果有需
要，也会主动上前帮助孩子，并积极与
组委会联系，为孩子们构筑起一道“安
全线”。

她们只有十六七岁，每天热情服务不怕辛苦——

200名小志愿者：花博会一道“文明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李珩）
10月28日，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
大会暨重庆美术公园启动仪式在川美
黄桷坪校区举行。当日，重庆美术公园
正式启动建设，公园将以川美黄桷坪校
区为依托，以重庆发电厂工业遗址为核
心，以九龙滨江生态区域为轮廓，在九
龙半岛全域打造高品质、国际化美术公
园，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四川美术学院起源于1940年成立
的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西
北军政大学部分艺术骨干南下重庆，成
立西南人民艺术学院；1953年两校合
并；1959年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

80年来，川美与九龙坡区、九龙半
岛、黄桷坪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共生联
系。川美赋予黄桷坪独特的艺术魅力；
具有典型重庆生活特色的黄桷坪，也为
代代川美师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
源泉和素材。

80年川美再出发！面向未来，川
美携手九龙坡区要把更多艺术因子植
根于重庆大地。围绕重庆市“长江文化
艺术湾区”的整体布局，九龙坡区将整
合全域资源建设打造九龙美术半岛。
其中，今年5月落户九龙坡区的重庆美
术公园是九龙美术半岛的核心区域。
重庆美术公园的建成将使九龙半岛成
为一个集“大美景、大美育、大美业”为

一体、市民可广泛参与的大型沉浸式艺
术空间，到时，重庆将再添一新游览打
卡地。

九龙坡区区长刘小强表示，九龙坡

区将继续携手四川美术学院，深化校地
合作，让重庆美术公园成为一场永不结
束的人文艺术盛筵，成为重庆“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的一张靓丽名片。

目前，川美图书馆、当代美术馆、红
楼、综合楼等“两馆两楼”已相继完成形
象提升。预计2027年，重庆美术公园
将全面建成。届时，川美黄桷坪校区将
与九龙半岛博物馆群、九龙半岛文化艺
术会馆、九龙半岛美术馆、九龙半岛书
院、九龙半岛画苑、当代艺术广场等“五
馆一场”有机串联；后期重庆美术公园
将完善产业布局，形成国际化艺术产业
链，全面融入“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整体
布局，推动“艺术+”产业发展。

当天，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全国多所美术院校
及其他高校的代表与川美艺术家和校
友代表齐聚黄桷坪，出席四川美术学院
建校80周年大会，纪念川美80年来艺
术教育的辉煌历史。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发来贺信。四
川美术学院油画学科的开创者、百龄老艺
术家刘国枢先生也来到庆典现场，接受了
历代川美油画人代表的献花与祝福。

川美80周年校庆期间，举行了大
型灯光秀、“与历史同行：四川美术学院
建校80周年（1940—2020）”展、“名师
博物馆”“破壁——艺术与科技的共生
展”等系列活动。其中与历史同行展汇
集461位艺术家、603件名作，观众可于
10月28日至12月28日期间，通过“四
川美院美术馆”官方微信预约入馆欣赏。

80年川美再出发！携手九龙坡区把更多艺术植根于重庆大地

重庆美术公园开建 覆盖九龙半岛全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千千 吴雨

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就《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稿首次写入人民币数字形式，并明
确提高金融违法成本，引发社会关注和
讨论。

修改原因
反映新变化，适应新需求

今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调
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
工作计划，包括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一方面，征求意见稿反映了金融业
的一些最新变化。例如现行法中，央行
贷款对象仅有“商业银行”一类，而征求
意见稿将对象进一步拓宽至“商业银
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政
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另一方面，征
求意见稿与时俱进地加入了人民币数
字形式、金融科技管理、征信市场和信
用评级市场管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
新内容，适应新需求。目前，人民银行
起草了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0年11
月23日。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
化的背景下，对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修
改，能够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
融稳定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推
动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涉及热点
人民币数字形式、大幅提高

金融违法成本等

与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相比，征求
意见稿做了不少修改与扩充，其中不乏
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写入人民币数字形式，为发行
数字人民币提供法律依据。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加快步入公
众视野。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加入“人
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这一条
文，同时也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币，并规
定了相关惩戒机制。

——违法成本大幅提高，最高可处
以违法所得10倍以下或20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从1995年通过，到2003年修改，
再到近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国人民
银行法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逐
步加大。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
法将罚款上限设置为20万元，2003年
银行法修改后将罚款上限提高至250
万元，对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而
本次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这一上限提
升至2000万元，规定对情节严重的违
法行为可以加重处罚。

重要信号
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

化防范金融风险

征求意见稿在第一条加入了“促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金融体系回
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定位。

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
地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服务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征求意见稿还从全局出发，
明确了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
政策的职责定位，提升货币政策和信贷
政策监管的有效性。

董希淼表示，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
审慎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职
责，将有助于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细化
法律保障，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保护
老百姓“钱袋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拟写入人民币数字形式、提高金融违法成本……

银行法修改要关注哪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
者 姜琳）今年社保费减免力度空前，
企业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
休职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28日回应，保发放提
前进行了准备和安排，也有比较雄厚的
物质基础，能够确保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在
当天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介绍说，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运
行总体平稳，甚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
收支看，总收入2.1万亿元，总支出2.8
万亿元。虽然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
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

“在社保‘免、减、缓’等政策实施前，
我们就做了充分预计和精确测算，对保

发放进行了安排。绝大部分省份保发放
没有问题，个别有困难的省份，在中央帮
助下也能够确保发放。”聂明隽说。

他表示，今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比例提高到4%，全年跨省调剂基
金规模达到1768亿元。此外，今年中央
财政对地方养老保险专项补助资金达
5800多亿元，有力支持了各地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养老金的发放。

“我们将密切关注各地企业养老保
险基金的运行情况，加强资金监测，研
判发放风险，同时帮助协调调度资金，
确保养老金发放万无一失。”聂明隽说。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全
国参保职工人数28635万人，较去年末
增长4.1%。离退休人数10659万人，
较去年末增长了2.5%。

退休职工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回应了！

新华社昆明 10 月 28 日电 （记
者 岳冉冉）作为全国第一个把中考体
育分值提升到100分的省份，云南省
28日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初中学生体
育音乐美术考试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听证会，对《方案》细则做出说明。
当日，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家
长、中学校长、体育老师、法律专家、残
疾人游泳队教练等13人组成的听证代
表参与听证，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方
案》将择期公布，从2020年秋季入学新
生（现届初一年级学生）开始执行。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春骅说，
《方案》的亮点一是考试分值的大幅提
高，体育由50分直接提升到100分。

二是考试更加注重过程性，避免“一考
定成绩”，体育由初中“三年一考”调整
为“一年两考”。三是将学生参加体育
竞赛成绩纳入体育考试成绩，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引导学生学会
1至2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

为更加科学地制定《方案》，云南省
教育厅开展了专项调研和技能专项测
试，并向16个州市教育体育局、部分初
中和高校征求意见，召开研讨论证会超
过30次，对考试形式、分值分布、考试
频次、考试内容、特殊考生的处理办法、
竞赛成绩折算分等进行专项论证，结合
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后，最终形成该方案。

中考体育100分，云南开始听证！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0]21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9:00－2020年11月3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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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5平方米地
下空间使用权）

63703

40221.9

691477.94

131632

56551.18

823299.48

127406

40221.9

567430

131632

56551.18

567430

127406

49.4361

1316.4998

9.8945

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龙湖宜祥
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民生综合
物流有限公司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将2宗地整合为一个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
合并出让合同，统一出让年限，应补缴地价款49.4361万元。现该项目已部分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规模增
加16329.28平方米，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第二条（八）项，“对现有工业用
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征收土地出让金”的规定，对新增建筑
面积16329.28平方米对应的地价款359.2442万元不计征。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34375.88平方米办公转商业、1411.99平方米办公转居
住，应补缴土地价款809.0012万元；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31821.54平方米（其中商业16782.36平方米应补缴
土地价款507.4986万元、车库97106.82平方米、配套174.37平方米、设备用房9715.81平方米、架空8042.18平方
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00140202000062号）及附图，该宗地建设用地红线发生调整，土地面积减少
2113平方米，建筑规模减少4226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序号

X20127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W分区W05-9/04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车库

现用途

商业、车库

土地面积（㎡）

原面积

4416.06

现面积

4416.0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
筑规模（㎡）

原规模

28257.85

现规模

28257.85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7811.73

现规模

7811.73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595.6531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市蟠龙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住房用地，现已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项目中建筑面积28257.85平方米（其中计容商业
5602.24平方米、计容车库2209.49平方米、不计容车库20446.12平方米）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调整
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X20128

X20129

X20130

X20131

沙坪坝区虎溪镇（大学城东一路21号）地块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F标准分区F12-2/04、F12-
4/04号地块

巴南区界石组团N分区N12/02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L标准分区L76－4/01、
L78－1/01、L78－2/01、L78－3/01、L75－1/
01、L79－1/01、L79－2/01、L79－3/01、L84－
1/01、L82－3/01、L77－3/02、L77－4/02、

L77－5/02号宗地

车库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一类居住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服务设施

用地

车库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一类居住用地、二
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服

务设施用地

21641.52

346284.2

89257

470543

21641.52

346250.83

89257

470543

32371.96

519426.3

303611.46

1343556.58

32371.96

519376.25

303358.4

1537950.88

/

519426.3

223142.5

1028406

/

519376.25

222867.7

1028406

407.8867

2.08

1.6558

624.3279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同创置业
（集团）有限公

司

中新（重庆）多
式联运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

重庆金嘉海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重庆万达城投
资有限公司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现已全部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建筑面积32371.96平方米（不计容车库）分摊
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调整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00140202000027号）及附图，该宗地建设用地红线调整，土地面积减少
33.37平方米，建筑规模减少50.05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其中住宅转商业37.63平方米应
补缴地价款1.6558万元，住宅转为其他用房30.2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92.86平方米（其
他用房）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94394.3平方
米，其中住宅54379.22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624.3279万元，车库131240.26平方米、其他用房8774.8平方米不计
征地价款。

10月28日，重庆美术公园正式启动建设，将在九龙半岛全域打造高品质、国际
化美术公园。（效果图） （九龙坡区供图）

10月27日，重庆园博园，市民在花博会字样前开心地拍照留念。当日尽管
飘着雨,但市民游览兴致依然很高。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