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中心：63907104（传真） 63907131 63907102 广告经营中心：63907707 63907714 编辑出版中心：63907179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63907181 63907224 SZSHZX11@163.COM

快 读

3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8 月 27 日 星期日
编辑 倪训强 见习编辑 赵伟平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55
近日，市民刘女士来到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澳旅游签
注。她将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插入证件
口，按提示一步一步操作，不到10分钟，
就拿到完成签注的证件。

“这仅是出入境信息化改革的一个
点。近年来，出入境部门不断加强信息
化建设，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科技信息支队支
队长郑晓耘说。

自助服务系统上线
更好服务群众

“我们研发的自助化服务系统，通过
不断升级改造，功能更全、效率更高。”郑
晓耘介绍，以前市民前来领取护照等证
件，必须到专门的窗口排队领取；而自助
取证系统上线后，市民只需凭身份证即
可自助领证。

郑晓耘介绍，为尽量缩短群众等待
时间，减少人工操作，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又陆续推出了填表、缴费、签注等一

系列自助服务系统。
自助填表系统的上线，将以往的纸

质申请表改为电子申请表，既省去了民
警手动录入的过程，又减少了因申请人
书写不规范、书写慢等原因造成的不
便。

“自助缴费系统让缴费效率提高了
60％以上。”郑晓耘说，以往市民同时办
理多本出入境证件，需先到办证大厅缴
费柜台开具多张缴费单据、多次刷卡、多
次缴费，费时费力；而现在市民只需通过
自助缴费机或微信支付一次性完成缴
费，不到1分钟就能搞定。

为方便群众办证领证，2016年警方
推出14个出入境24小时自助办证点，申
请人可随时领取办理好的出入境证件和
办理赴港澳台签注自助申请，延长了办
证时间，延伸了办证触角。

“互联网＋警务”
大幅提升办证效率

近年来，出国旅游的市民越来越多，

办证人数激增。据统计，2007年我市全
年出国（境）办证量仅25万多，2012年上
升到近100万，去年达到223万。

为提高办证效率，2013 年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门户网站上线，网站
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网上申请入
口。

“通过网络，实现了持证申请赴港澳
台部分签注的网上申请。同时，我们引
入邮政速递双向投递机制，让申请人足
不出户即可办理出入境证件。”郑晓耘
说。

2015年，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推
出微信公众号“重庆公安出入境”，将政
策法规查询、办事指南等服务内容转移
到移动互联网上。

2016年，“重庆公安出入境”微信公
众号增加了办证微信预约功能，同时实
现了申请表填写、办证进度自动推送、办
证地址一键导航、快递进度查询等相关
功能。市民在家即可录入证件办理信息
并预约办证，到办证大厅后几分钟就能
搞定，使办证时限从原来的10个工作日
缩短到7个工作日。

目前，选择微信预约办证的市民已
占到办证总人数的60％以上。

“指尖出入境”
赢得市民称赞

“移动互联网功能上线受到了群众
欢迎，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郑晓耘介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今
年4月又推出微信缴费功能，让市民随
时随地可通过手机缴纳办证费用。

微信缴费方式契合大部分申请人
的支付习惯，且系统简单易用，为“指尖
出入境”注入新内涵，优化了群众办证
的体验感，也让那些办理证件后忘记缴
费的市民，省去了再跑办证大厅的麻
烦。

在不断推出各类自助服务系统，推
行24小时自助服务的同时，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还推出“出入境爱心服务诚e
通”服务评价系统，主动接受市民监督，
赢得了市民称赞。

“我们还在思考如何深度运用移动
终端，为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比如
利用身份认证等技术，真正实现让市民
足不出户就能办理证件。当然，其中还
有一些法律和技术方面的瓶颈需要突
破，不过我相信这会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郑晓耘说道。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加强信息化建设

“指尖出入境”为服务群众注入新内涵
本报记者 周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
生 周香伶）记者日前从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获悉，于本月初在上清寺转盘内
启用信号灯控制系统后,车辆交织明显
减少，转盘道路内交通事故减少了
75%。

包括转盘在内的上清寺单循环道路
位于主城南北连接的咽喉部位，它既连
接江北—渝中—南岸主要商圈，又是我
市行政中心区域的主要干道，许多过境
车辆需要在上清寺地区完成转换，办事
车辆需要通过上清寺转盘前往市级机关
职能部门。因此车流量较大，车辆进出
转盘变换车道频繁，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引发严重拥堵。

交巡警在上清寺转盘内安设自适应
信号灯，根据交通实际流量，灵活调节信
号灯配时，从而有效消减交通冲突点，提
升通行效率，减少事故。目前已增设8
处信号灯。

据悉，除了在上清寺环道启动信号
灯控制系统外，交巡警总队还重新施划
了该区域的标线，合理分配道路空间，还
将增设9处电子警察等执法设备，对闯
红灯、碾压实线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24小时抓拍。市民驾车通过上清寺
时，请注意观察路口各车道方向，根据车
道施画的方向和道路上方的指路标牌，
提前在虚线处变道，切莫碾压实线。

上清寺转盘启用自适应信号灯控制

转盘道路内交通事故减少75%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开学在即，
市教委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2017年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各区县、各中小学要做好
招生入学工作，严格执行收费规定，认真

开展校园及周边治安专项整治工作。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严

格执行教育部关于有偿补课“六个严
禁”的规定：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
生参加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

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严禁中小
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
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严禁在职中小
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
外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

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
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严禁在职
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
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对违规有偿补
课行为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通知》还要求各区县要联合相关部
门，认真开展以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
品安全、电梯安全、实验室安全、易燃易
爆品管理等为重点的学校安全大排查、
大整改，消除各种隐患等。

市教委印发《通知》要求做好中小学秋季开学工作

严查乱收费 严禁有偿补课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
25日是首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
天，以“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
国”为主题的全国“残疾预防日”系
列宣传活动在垫江县举行。据了
解，为增强市民残疾预防意识，我市
垫江县等6个区县被确定为残疾预
防综合试验区。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市民分发
宣传手册并答疑解惑，垫江县人民
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分别走进老人、
儿童、孕妇等家中服务，向他们普及
残疾预防知识。

据悉，市残联联合多个部门印
发《关于开展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

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合川
区、璧山区、垫江县作为全国试点，
黔江区、长寿区、开州区作为重庆市
级试点，建立起残疾人预防综合试
验区，重点做好残疾和高危孕产妇
产前筛查、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残疾
评定、残疾预防宣传教育4个重点
干预项目，并建立残疾报告制度。

此外，为进一步开展好“残疾预
防日”系列宣传活动，市残联还于即
日起至9月22日在大渡口区开展
听力残疾预防知识宣传与听力损失
筛查服务、老年痴呆症预防知识宣
传、佝偻病及骨质疏松等相关残疾
预防知识专场讲座。

我市六区县试点残疾综合预防

重点开展产前筛查残疾评定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
25日，记者从重庆图书馆获悉，由
该馆古籍普查小组历时数年编撰完
成的《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1套全3册）已于近日由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据了解，作为我市古籍普查工
作的最新成果，此次出版发行的《重
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介

绍了重庆图书馆馆藏的2.3万余种
古籍文献，内容涵盖经、史、子、集、
丛等多个方面，时间跨越唐、宋、元、
明、清等多个朝代。值得一提的是，
该套图书还首度介绍了初唐写本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宋刻本《名公
增修标注隋书详节》、清康熙刻本
《琴苑心传全编二十卷》等217部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有关
情况。

据介绍，《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的出版也为下一步有效
改善全市古籍存藏条件及抢救性修
复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我市
古籍再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

西环立交交通管制
➡记者8月25日从市市政设施管理局获悉，8月24日凌晨3∶20，西环

立交左三匝道一货车掉落一个重约7吨的预制混凝土圆管，造成该匝道部
分涵洞顶板及护栏局部受损。目前，该匝道仍处于全封闭状态，往二郎、陈
家坪方向车辆需改道凤中立交掉头。 （记者 廖雪梅）

去西永看元明清官窑精品
➡8月25日，元明清“咏瓷·官窑诗韵艺术展”在西永综合保税区泓艺九

洲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21件元明清时期的官窑精品，
包含元霁蓝釉留白凸雕龙纹梅瓶、明成化款斗彩姹紫葡萄纹缸杯、清菊花
纹描金珐琅彩洗口瓶等元明清官窑精品，体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陶瓷特
点。 （记者 李星婷）

大厨打擂台比拼“南川味道”
➡8月26日，第八届金佛山旅游文化节暨首届“南川味道”美食擂台赛

在金佛山西坡脚下开幕，该区各餐饮企业的大厨们，用精湛的厨艺为游客
们奉上了一道道美食大餐。据悉，本次旅游文化节期间，南川除举行4场厨
艺大赛外，还将推出山地自行车赛、山王坪红树林自驾摄影、温泉养生季等
活动。 （记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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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作为一个老运动员，这很有可

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届全运会，我
很希望为家乡多作贡献。”施廷懋
说，在28日，她将参加该项目决赛，
向个人在本届全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发起冲击。

田径：重庆“飞人”瞄准
全运奖牌

近几年，二十多岁的重庆田径
运动员别舸进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黄金期”。
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2017年

亚洲田径锦标赛上，别舸与队友一
起夺得男子4x100米接力金牌。

回望他的比赛成绩，2016年全
国田径冠军赛上，夺得男子200米
冠军；2017年5月，全国田径锦标
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他以20秒64

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男子200米冠
军。

“别舸这两年的状态一直不
错，成绩稳步增长，屡屡刷新个人
最好纪录。”别舸的教练陈永鉴告
诉记者，今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是
2017年里积分最高的一场比赛，
由于别舸高水平发挥拿下冠军，所
以他三年的积分加上这次锦标赛
夺冠获得的积分已经达到全运会
决赛的积分标准，能顺利参加全运
会决赛。

不过，此次全运会同样聚集了
谢震业等国内顶尖选手，竞争将十
分激烈。

“我将用最好的状态代表重庆
参加全运会，力争取得好成绩。”别
舸说，9月5日，他将参加男子200
米决赛，希望能够为重庆摘得一枚
奖牌。 （本报天津电）

重庆代表团有哪些看点

（上接1版）

七成左右经营户搬进新市场

“不是没有整治过，但这个‘马
路市场’处于大渡口、九龙坡交界
处，哪边来人检查，商贩就马上挪到
另一个区继续做生意，总是这样‘打
游击’。”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负责
人介绍，这一次，两个区下定决心，
在跃进村街道与九龙坡区九龙镇设
立指挥部，启动了联动机制，统一指
挥、统一步调、统一宣传、统一政策。

7月初，跨区整治正式拉开帷
幕。随后，大渡口区多部门积极参
与，开展各自职能范围内的专项整
治，并做好协调联动，合力推进——

区综合执法局对拒不整改的依
法实施暂扣或处罚；区市政园林局
负责规范爱心亭、三峡报刊亭等的
审批设置；区工商分局负责对无证
经营进行查处，对拒不整改的发出
强制停业整治通知书；区食药监分
局对不符合条件的商户依法取消经
营资格；区公安分局负责查处各类
以车为摊开展的经营行为……

“‘马路市场’要拆除，还必须先
给经营户们找个好去处。”跃进村街
道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本着疏堵
结合的原则，在周边的马王综合市
场、马王三村菜市场、大堰农贸市
场、巴国城农贸市场等四个市场挖
掘出500多个摊位，引导过去在“马

路市场”摆摊的经营户有序入驻。
目前已经有七成左右经营户搬进了
新市场。

“有固定的摊位做生意，卖菜不
用再打游击战了。”在马王综合市
场，站在崭新的摊位前，张忠明一脸
笑容。他告诉记者，现在不担心风
吹雨淋，他准备扩大经营品种、大展
拳脚了。

社区品质同步提升

一个月来，马王三村共建路片
区附近居民看到存在多年的“马路
市场”消失，无不拍手称快，甚至不
少居民还将这一好消息发到了网
上，引来众多网友关注点赞。

“现在几条马路都亮出来了，希
望能长期保持，莫回潮哦！”对于居
民的期待，跃进村街道早有考虑，并
将巩固“战果”纳入整治方案中。

据了解，跃进村街道制定了长
效管理机制，由城管中队从早上5
点到晚上10点长期驻守该片区，并
与九龙镇执法中队密切合作，杜绝
市容乱象反弹。

在对整个片区进行消毒杀菌
后，大渡口区正从三个方面优化片
区市容环境：补绿植绿，栽下小叶
榕；人行道铺设透水砖、车行道进行
白改黑；道路中间设立隔离桩，杜绝
乱停车现象。

这几条马路迎来“华丽变身”。

盘踞近30年的“马路市场”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