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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重庆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技能
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将于 2019 年 5 月中下旬
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大赛旨在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技能交流与合作，
搭建技能融通、增进友谊平台，整体提升我国
职业技能发展和竞赛水平。为全力打造“技能
合作、共同发展”的大赛整体形象，向全球充分
展现“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的理念，大
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决定面向全球公开征集
选用大赛LOGO设计方案。

一、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LOGO设计方

案。
二、征集单位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执行委员会办
公室。

三、奖金设置
本次征集拟设置入围作品6件，入围作品

全部予以现金奖励。除奖金外，大赛执行委员
会办公室不再另外支付其他任何报酬。其中：

（一）第一名：奖励人民币8万元。
（二）第二名：奖励人民币3万元。
（三）第三名：奖励人民币1万元。
（四）入围奖3名：奖励人民币5000元/名。
四、设计要求
（一）设计内容应充分体现“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精
神，紧贴大赛“技能互作、共同发展”的主题，具
有独特的创意内涵，凸显大赛“技”高行天下、

“能”强走世界的理念，结合重庆作为“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联接点等元素。

（二）应征作品主要采用文字和图形相结
合方式，设计风格简洁、明快，寓意深刻，具有
现代设计理念和视觉冲击力；色彩搭配适当、
醒目，图案、文字、符号等组合协调统一，整体

简洁、时尚大方，易于识别、记忆、传播。
（三）大赛中英文元素可以融入到作品中。
大赛中文名称：“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

赛；英文名称：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
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英文缩写：BRISC）。

（四）作品以电子稿形式上交，请采用矢量
图、jpg 格式图片和 psd 原文件三种形式打包。
设计样稿需附设计方案的原创设计理念及释
义（200字左右）。

（五）设计稿必须是原创作品，杜绝抄袭、
雷同，严禁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
产权，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如出现创意相
同或类似的应征作品，则以收件时间来确定第
一创意者。

五、征集范围
全球自愿参与本项目设计的专业人员或

爱好者。

六、工作安排
（一）2018年12月27-28日，通过征集渠道

发布LOGO征集公告，大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
对接重点单位（个人）。

（二）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5日，
各单位（个人）进行策划设计，持续收集LOGO
设计应征作品（2019 年 1 月 5 日为作品征集最
后截止时间）。

（三）2019年1月6-7日，大赛执行委员会
办公室对征集作品组织专家开展评审，确定6
件入围作品。同时，在相关网络媒体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3天。

（四）2019年1月7-9日，入围作品送市领导
和人社部审阅，确定最终选用对象。最终选用
对象自然确定为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按评
分排序，入围作品设计单位或个人在此期间做
好现场给市领导设计演示和寓意讲解的准备。

（五）2019年1月9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
最终 6 件入围作品及最终选用对象设计单位
（个人）。大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与第一名作
品作者签署授权使用合同。

七、作品提交
（一）邮件投稿。邮件注明“‘一带一路’国

际技能大赛 LOGO 征集选用”字样。投稿邮
箱：cqskills@126.com，投稿电子邮件是否接收，
以回复确认为准。

（二）现场投稿。投稿人将应征作品纸质
版报送到“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执行委员
会办公室新闻宣传组（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
99 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北区 1 号楼 1709
室）。

（三）应征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
及通讯地址。相同作者作品请一次投递。

联系单位：“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执行
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宣传组

联系人：刘虎、杨洪
联系电话：
023-86868983、88709210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LOGO征集选用公告

12月 27日，全市城市综合管理工
作会举行。此次会议公布了《重庆市
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动方案》（简称

《方案》）。《方案》要求，按照“整洁有序
为基础、品质特色为重点、味道神韵为
追求”的工作思路，努力创造与现代化
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环境，让城市更
加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秀城美、宜居
宜业宜游，不断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使重庆成为“近悦远来”的美
好城市。

未来的重庆，将如何展现自己的独
特神韵？市民生活又将发生哪些变化？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方案》进行
了解读。

2022 年主城将基本
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提升机械化清扫水平，是我市大城
细管工作的一个亮点。《方案》要求，
2022年，主城建成区主次干道基本实现
机械化清扫全覆盖，渝西片区城市建成
区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0%。

推进垃圾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到
2020年，主城区和渝西片区的城市建成
区内公共机构、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基本全覆盖。到2022年，主城区和
渝西片区30%以上行政村生活垃圾实现
分类收集。

到2020年，主城区和渝西片区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全覆盖，建制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到
2022年，主城区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
填埋”。

内环快速路全线拟进
行路面大修

市政设施更新方面，《方案》要求，开
展主城区2500公里城市道路隔离设施
（人行护栏、中央隔离栏、绿化隔离栏、防
撞护栏等）品质提升、420座城市隧道和
下穿道容貌整治，美化靓化各类城市桥
梁1000余座。

实施主城区4000余公里的城市道
路品质提升，实施80公里内环快速路全
线路面大修和沿线容貌整治，到2022
年，主城区和渝西片区城市道路沥青化
率达到100%。

主城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将超过45%

增绿添园方面，我市将力争2022年
主城区增加城市绿地3000万平方米以

上，新改建社区公园（游园）和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300个。到2022年，主城建成
区绿地率达到40%，绿化覆盖率达到
45%以上，全面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四季见花”目标。

到2020年，实现主城区跨江大桥桥
头、轨道交通沿线、主要城市道路和立交
桥节点以及鹅岭山脊等山体空地园林绿
化品质的全面提升。

2022 年“重庆赏灯”
将成为城市品牌

2022年，重庆将建成“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城市夜景，“重庆赏灯”将成为
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主题品牌。

《方案》要求，以朝天门广场、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弹子石中央商务区为重点，
将两江交汇区域灯光建成特色鲜明、感
染力强的精品灯光秀，把主城区迎春灯
饰打造成为特色旅游项目，策划推出鹅
岭公园“两江亭”、南山“一棵树”、鸿恩寺
公园“鸿恩阁”等山顶俯瞰观景，朝天门、
烟雨公园、重庆大剧院等江岸远眺观景

以及夜游两江流动观景线路。
与此同时，我市将重点开展主城区

“两江四岸”景观照明提档提质，2019年
建设双碑大桥、嘉陵江大桥、高家花园复
线桥等景观照明，提升朝天门大桥、千厮
门大桥、东水门大桥等景观照明。2020
年至2021年，逐步实施主城区景观照明
提升、完善，营造璀璨雅致、动静相宜的
立体山水都市夜景。

“12319”热 线 将 与
“12345一号通”融合

《方案》要求，我市按“1+N”模式（1
个市级平台加N个区级平台）建设智慧
停车管理平台，在主城区和渝西片区建
设250万个智能化停车位。深度开发城
市管理官方微信和市民城管通APP应
用功能，推进“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
线与“12345一号通”融合，提升惠民便
民服务水平。

构建智慧城市管理“大脑”，深入分
析城市管理信息资源，挖掘城市管理运
行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为预测预警、应急
指挥、科学决策、便捷服务提供科学支
撑。到2020年，建成较为完善的智慧城
市管理平台和智慧城市管理综合业务应
用系统，基本形成网络化、数字化、智能
化、精准化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实现城市
管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
一体”。

《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动方案》公布

重庆城管工作准备这样干
本报记者 廖雪梅

王川在渝中区大坪“小面一条
街”——大坪小学门口的单巷子卖米线
和小面20多年，生意一直不错。可今年
中秋起，他却改行卖起了卤菜。在单巷
子片区，不少商家像王川一样改了行。
有的小面摊变为土特产专卖店，炒饭摊
变成了养生馆。

做小面的利润不薄，王川为什么要
放弃做得顺手的老业务，转做新生意？

王川的变化，源于渝中区今年5月
起推行的“五长制”。

“‘小面一条街’虽然生意火爆，但这
里的商家占道经营，既影响了街道美观，
也给学校房屋带来了安全隐患。”大坪街
道大坪正街社区单巷子巷长袁茂林介绍，
为了消除单巷子的“脏乱差”现象，他和同
事与其他职能部门人员一道，开了六七次
协调会。在他们的劝说下，“小面一条街”
共有16家门面调整了经营方向，环境也
变得整洁有序。

“五长制”的实质，是将辖区大街小
巷城市综合管理责任细化明确到街长、
路长、巷长、楼长、店长（即“五长”），通过
他们的精心维护，让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随着这种城市管理新机制的推行，
渝中区许多地方像单巷子一样发生了巨
变，它们的变化也成为我市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扮靓城市“面子”、做实

“里子”的真实写照。

三大变化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

城市环境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体现一座城市的品质和精神。

近年来，我市通过深化大城细管、大
城智管、大城众管工作，不断推动城市管
理工作取得新进展。

市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重庆致力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取得三大变化——

一是城市管理的标准意识明显增
强。今年以来，我市高水平推进标准制
定和法规编制，制定9项地方标准、15项
行业标准，推进《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条
例》等10项立法编制、修订工作。

二是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
扎实开展。在我市，以路为岗、服务基层
的“马路办公”方式今年1月起推行，已
成为重庆城市管理的新常态。上月，在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主办
的“2018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重庆

“马路办公”获“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最佳管理创新范例”。

三是城市环境面貌不断改善。今年
以来，各区县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市政设
施和绿化品质提升工作，截至目前，主城
区提升绿化景观650万平方米，共整治城
区空地1430万平方米，整治护栏1015公
里，涂装桥梁479座、隧道205座，“两江
四岸”的夜景吸引大批游客打卡。

我市城市管理领域的民生实事也稳
步推进。今年以来，重庆取消主城区路桥
通行费改革的举措得到97.67%的市民点
赞，主城区建成公共直饮水点456个，公
厕343座，完成老旧小区居民供水管网改
造3.4万户，完成“增绿添园”项目131个。

“在各方的努力下，我市城市综合管
理初步实现‘半年见成效、一年让群众有
明显感受’的阶段性目标。”市城市管理
局负责人表示。

三大差距
阻碍城管水平提高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虽然我市城
市管理交出了颇为亮眼的成绩单，但对
照中央对重庆提出的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定位和“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目标，
在城市品质和管理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尚
有差距。我市城市管理仍然存在城市顽
疾亟待整治、空间管控刻不容缓、生态改
善势在必行、城市品质亟需提升、共管共
治还须深入等软肋。

如何正视不足，以高水平的城市精
细化管理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为市民
创造高品质生活？

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之美成为关键。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绍，针对我

市城市综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该局遵
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城市
管理理念，聚焦城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

精准发力，努力推动城市管理水平不断
迈上新台阶。

“城市管理就像太阳运行一样，每天
早晨升起、傍晚落山。现在管好了，不等
于问题以后不发生；今天扫干净了，明天
又可能变样。”市城市管理局有关人士表
示，只有把每天当成新的开始，天天归
零，久久为功，才能走出城市管理“整治
—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让城
市每天都有新变化。

管理水平
力争“三年大变化、五年大提升”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为进
一步提升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
水平，市政府日前印发了《重庆市城市综
合管理提升行动方案》（简称《方案》），确
立了“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秀城美、宜
业宜居宜游”的城市管理目标和愿景。

《方案》要求，我市按照“干五年、看
十年、谋划三十年”的总体要求和“以整
洁有序为基础、品质特色为重点、味道神
韵为追求”的工作思路，力争城市综合管
理“三年大变化、五年大提升”。

“三年大变化”：2020年，国家节水
型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主要指标全
面达标，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基本建
立，城市高质量管理的标准、技术、政策
等支撑体系基本形成，城市面貌显著变
化，市民认同感、满意度明显提升，城市
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高。

“五年大提升”：2022年，行动方案项
目计划全面完成，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成功，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权责明晰、服
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
城市综合管理体制基本形成，充分展现环
境干净、市容整洁、秩序规范、城绿相生、
风貌独特的现代化大都市新形象。

2019年，我市将启动“两江四岸”“二
环八射”生态绿廊建设，主城区将基本实
现网上智能管理；2020年，主城所有区
将力争创建成国家卫生城区；2022年主
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以上，重庆
将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城市夜
景……未来的重庆，“面子”更亮，“里子”
更美，城市形象和市民生活还将发生更多
让人惊喜的变化。

“面子”更亮 “里子”更美

精细化管理助推重庆城市品质再提升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取消高速公路川渝省界收费站后，是否意味着取消收取
高速公路通行费，车辆如何享受优惠政策？12月27日，重
庆日报记者整理了10个车主比较关心的相关问题，市交通
局、重庆高速集团给予了解答。

一问、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否也意味取消？
答：不取消。高速公路通行费仍按照所属省级人民政府

依法批准的标准继续执行。车辆仅在重庆市辖区内高速公
路通行，继续享受现有通行费减免及优惠政策。车辆跨川渝
两省市通行，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国家统一规定的通
行费减免及优惠范围执行。

二问、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如何收费？
答：重庆对通行我市高速公路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

辆统一按三型车计收车辆通行费。四川省仅对运输20英尺
和40英尺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车辆按计重七折优惠收费。

运输20英尺、40英尺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车辆，通行川
渝两省市高速公路，均享受两省市现有通行费优惠政策。
运输非20英尺、40英尺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车辆，只要在重
庆市辖区内高速公路下道，重庆辖区路段通行费可享受优
惠政策；若在四川辖区高速公路下道，全程按普通货车计
重收费。

三问、通行川渝两省的大件运输车辆，如何才能享受通
行费优惠政策？

答：跨省通行的大件运输车辆，须按照交通运输部相关
规定，在大件运输网络审批平台上办理川渝两地联合审批手
续的，才能享受按两省市基本费率计费的优惠政策。否则，
不享受通行费优惠。

四问、办理了重庆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的货车用户，如
何通行才可享受套餐优惠政策？

答：办理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的货车用户，仅在重庆市
辖区内高速公路通行时，享受套餐路段通行费优惠。跨川渝
两省市通行的，不能享受套餐路段通行费优惠。

五问、2015年6月之前上户的8-9座、20-25座、40-50
座渝籍客车，如何享受降型优惠？

答：2015年6月之前上户的8-9座、20-25座、40-50
座渝籍客车，仅在重庆市辖区内高速公路通行时，仍继续享
受降型优惠政策；跨川渝两省市通行的，办理了ETC的车辆
方可享受降型优惠政策。

六问、是否必需安装使用ETC？
答：鼓励车辆通过安装使用ETC快速通行收费公路。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未安装ETC车辆需在高速公
路入口领取卡、出口还卡缴费通行。但安装使用ETC的车
辆全程无需停车，即可完成缴费。

七问、取消川渝省界收费站以后，对通行卡（CPC卡）的
使用规定有哪些？

答：通行卡要和车辆对应，一次通行必须使用同一通行
卡，在高速公路出口交费时要交还卡。该卡要妥善放置于对
应车辆内，不得故意遮挡或屏蔽。

若通行卡丢失或人为损坏或ETC车载系统发生故
障，用户要主动告知收费员入口收费站名称、途径路段等
信息，收费员核实情况后，按照实际通行里程计算通行；
用户需赔偿通行卡工本费。对驾驶员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或经核实信息不实的，按照路网可达最远站点间收费里
程计算。

八问、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方式是否可缴纳通行费，
如何获取通行费发票？

答：移动支付方式是现金支付方式的有效补充。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不影响移动支付正常使用，用户仍可以
在支持移动支付的收费站使用移动支付方式交费。

用户获取通行费发票方式保持不变，使用ETC支付通
行费的可通过“收费公路通行费发票服务平台”即“票根”
APP或登录网站www.txffp.com获取通行费电子发票（增
值税发票）；现金支付通行费的用户，在收费站出口处可领取
出口所在省份的纸质发票（非增值税发票），金额是通行全部
路段的总额。

若想开具增值税发票，用户需前往ETC发行服务中心
办理“非现金用户卡”方可登录收费公路通行费发票服务平
台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

九问、车辆在通行原省界收费站路段时，有相关限速规
定吗？

答：在收费站实体未全部拆除之前，将视路段具体情况
设置限速提示，引导车辆按规定车道行驶。执法部门将严查
超速、随意变更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

全部拆除后，车辆通过省界时，可按路段所设标志规定
的速度行驶。若遇轻微事故快速撤离并拨打电话报警，不能
快速撤离的，随车人员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并拨打电话报
警，等待救援。

高速公路省界站将依法保留原有交通安全服务站点，并
依法对7座以上营运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进行安全检查。

十问、用户跨川渝两省市通行时，若遇问题如何咨询、投诉？
答：用户可拨打川渝两省高速公路客户服务电话，重庆

高速公路客户服务电话为023-12122，四川高速公路客户
服务电话为028-12122。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整理）

取消高速公路
川渝省界收费站

12月24日，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凤路，两名手绘爱好者在配电箱上“涂鸦”。连
日来，龙凤桥街道邀请彩绘工作者对城市主干道沿线的20个配电箱进行“手绘”涂
鸦，这些“手绘”卡通画使原本呆板冰冷的变电箱变得生动活泼、艺术感十足。

特约摄影 秦廷富

十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