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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骏 实 习
生 唐璨）10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北碚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今年8
月 1日起，该中心在辖区内15个街镇
设立了农村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需
要办理农房不动产登记手续的群众，

可以就近街镇办理。截至目前，15个
农村不动产登记窗口已受理业务100
多件。

相比主城其它区，北碚区存在农房
较多，布局较散等情况。北碚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正式运行后，该中心全面接受
了农房登记工作，辖区所有需要办理农
房登记的群众，需要在该中心统一收件
办理。

“我们中心在北温泉街道，对那些偏
远镇街的群众来说，来这里一趟非常不
方便。”北碚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
人称，如金刀峡镇的群众，如果想来办理

农房不动产相关手续，前后可能需要花
两天左右的时间。

为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解决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北碚区不动
产登记中心结合辖区农房登记实际情
况，采取了“窗口前移”的举措，即在除了
天生、朝阳两个街道外，北碚区其余15
个街镇的公共服务中心设立农村不动产
登记服务窗口。经过前期培训，今年8
月1日，北碚区各农村不动产登记服务
窗口正式运行。

据介绍，每个街镇的农村不动产登
记服务窗口，要负责受理群众的农房不

动产登记办证等业务，并统一收取相关
材料。随后，各街镇窗口受理的文件材
料，统一归至北碚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
理后，再分还给各街镇窗口，由工作人员
通知群众前来取证。

“现在方便多了！”家住歇马镇石盘
村的吴正伦在该镇农村不动产登记服务
窗口领取相关证件后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从自己家骑车到这一窗口，只需要
10分钟左右，比以前省了不少时间。现
场办公人员朋太宇则称，在街镇窗口办
理农房手续，不需要排队，进一步给群众
节约时间。

北碚设立农村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15个街镇农民可就近办理农房手续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李美华）重庆日报记者10月8日从
巫溪县峰灵镇了解到，该镇今年500多
亩冬桃已陆续成熟并进入采摘期，这也
标志着当地试种晚熟冬桃成功。今后，
重庆市民在秋冬季节也可吃到本地出产
的鲜桃了。

冬桃是桃子极晚熟品种的一个品
系，以核小肉嫩，甘甜清脆而著名。
2017年，巫溪县峰灵镇从山东青州引进
冬桃品种并进行了试种，今年首批530
亩挂果逾42万个，产值近110万元。技
术人员陈来吉介绍，冬桃和普通桃都是
3月开花，但冬桃的生长周期却比普通
桃子长得多，需要220天左右，成熟期约

在10月中旬，正好赶上了冬季水果淡
季，能“错峰”卖个好价钱。而冬桃之所
以能在峰灵试种成功，是因为当地不但
海拔高，而且四季分明、日照充沛，这样
的气候条件正是冬桃的“最爱”。

巫溪县峰灵镇党委书记张远平介
绍，今年，该镇冬桃还处于试挂果期，预
计明年首批530亩冬桃将进入丰产期，届
时每亩产值预计可达到3万元。目前峰
灵镇共发展冬桃2130余亩，已经成为西
南片区最大的晚熟桃种植基地。

▶巫溪首批冬桃成熟，游客正在田
间采摘。

通讯员 李美华 摄

巫溪首批冬桃上市
将打造西南最大晚熟桃种植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8
日，2018年“茶山竹海杯”中国足协永
川国际女足锦标赛在永川继续举行。
面对本次锦标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泰国
女足，中国女足凭借重庆妹子李影的出
色发挥，以2比0的成绩荣获此次国际
女足锦标赛的冠军。

在之前的两场比赛中，中国女足在
主教练贾秀全的带领下取得了一胜一
平的成绩。此番面对老对手泰国女足，
贾秀全对阵容进行轮换：上轮担任替补
的李影再度进入首发，而此前一直未得
到上场机会的任桂辛也出现在首发阵
容之中。

开场之后，中国女足很快占据了场

上主动。第4分钟，之前多次和进球失
之交臂的李影在接到王珊珊的传球后，
用一脚远射成功打破僵局。伴随着她
的进球，整个永川体育中心的热情也被
点燃，看台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欢呼
声。第24分钟，任桂辛在中场断球，抬
头发现泰国门将站位靠前后，果断起脚
吊射，泰国门将虽全力扑救，但依然难
阻足球入网，2比0，中国女足锁定胜
局。

在随后的比赛中，双方虽都曾创造
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再度改写比分，
最终中国女足以2比0完胜泰国女足，
以2胜1平的成绩荣获此次国际女足
锦标赛的冠军。

中国女足2比0完胜泰国女足夺冠

重庆妹子李影建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城管
委10月8日发布消息称，根据监测数
据初步测算，1至 8月全市生活垃圾

“碳减排”总量为50.46万吨，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5.47%。

市城管委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市
通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焚烧发电等
方式，积极推动生活垃圾“碳减排”工
作，使得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
源化利用水平大幅提升。

据悉，1至8月，主城区的生活垃

圾填埋处理“碳减排”量为8.32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碳减排”量为 14.72 万
吨，同比减少 4.72%；渝东北片区的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和焚烧发电“碳减
排”总量为 11.38 万吨，同比增加
11.52%；渝东南片区的生活垃圾填埋
处理“碳减排”量为2.9万吨，同比增
加 22.66%；渝西片区的生活垃圾填
埋处理和焚烧发电“碳减排”总量为
13.14万吨，同比增加13.36%。

重庆前8月生活垃圾“碳减排”超50万吨
同比增加5.47%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10月8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日前启动今年技工教育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申报，计划投入2500万元，其中
2150万元用于新建15个实训基地、
350万元用于技工院校师资培训等。

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建设
技工教育实训基地，旨在对接人才培
养与产业发展需求，面向在职职工、在
校后备技能人才及其他有技能提升愿
望的劳动者，开展精准性的职业教育
和技能培训。

今年重庆拟新建的15个实训基
地，按专业类别分，原则上机械类2个、
电工电子类2个、信息类1个、交通类2
个、服务类1个、财经商贸类2个、能源
类1个、化工类1个、建筑类1个、其他
2个。此外，基地建设的市级财政支持
资金原则上分为300万元、150万元和
100万元三个档次，其中不低于80%的
资金须用于购置实训设备。

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还透露，重庆
技工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始于2012年，
截至去年底，市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35亿元，建成专业实训基地90个。

重庆今年建15个技工教育实训基地
已累计建成专业实训基地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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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渝中区

沙坪坝区

渝北区

南岸区

九龙坡区

江北区

巴南区

北碚区

大渡口区

门诊名称

渝中区大溪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渝中区上清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沙坪坝区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渝北区回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幼保
健院预防接种门诊

两江新区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岸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弹子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五洲妇儿医院

江北区观音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北区华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南大学医院二院

重庆万家燕鸿源医院

春晖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华福巷47号

渝中区中山三路162号中安大厦一楼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44号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镇丰文大道5号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武陵路1号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双湖支路73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仁华路100号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新街71号

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烟雨路410号附3号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新街58号

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柳背桥4号

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3号

江北区建东一村35号附4号

江北区三钢二路8号

巴南区鱼洞街道江滨路1号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马王坪正街14号

北碚区天生路2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柏华街23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16号附2号

咨询电话

023-63618362

023-63859847

023-65400112

023-65631194

023-86889197

023-67586019

023-86785911

023-62825603

023-62809357

023-62517128

023-68885322

023-60331956

023-67080362

023-67756935

023-66234140

023-62552545

023-68250178

023-68083399

1899620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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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0月 8
日，备受关注的九价宫颈癌（HPV）疫苗首
针在重庆开打。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从
即日起，包括大渡口、渝北、巴南、沙坪坝和
北碚在内的5个区19个接种门诊将陆续
开始接种，全市统一价每剂1452元。

当天上午9点，在大渡口区春晖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20岁的小彭赶在第一个
接种了九价HPV疫苗。

据相关医务人员介绍，和二价、四价疫
苗一样，九价HPV疫苗的接种程序也是3
针次，第0、2、6月分别接种一针，6个月完
成全程3针次接种。其主要针对HPV6、
11、16、18、31、33、45、52、58九种亚型，是
目前覆盖HPV型别最多的疫苗，能够预防
90%的宫颈癌和其他因HPV病毒引起的
相关疾病。

医生提醒，女性在接种宫颈癌疫苗前
后三天不能饮酒，不在经期，没有感冒发
烧，一个月之内没有接种过其他疫苗，没有
输过血，没有吃减肥药与提高免疫力的药
物，并且在接种疫苗期间没有怀孕，也不是
处于备孕期。

重庆开打九价宫颈癌疫苗
19个门诊陆续开始接种

为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电

信平台将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 00：

00—7：00进行系统维护升级，期间全

市部分区域C网用户将无法正常使用

语音、短信、3G（含1X）上网业务。影

响区域：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由此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详情咨

询10000号。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8年10月8日

关于电信公司平台系统维护升级的公告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高质量发展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69华
诞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49届世界邮
政日。借此机会，我代表重庆市邮政管
理局，向关心、支持重庆市邮政业发展的
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全国邮政业的同
行们，特别是全市邮政业的广大干部职
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邮政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
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邮政体
系是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系
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当前，邮政业发展的基本面总体
向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和快速成长阶段。邮政体制改革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
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真抓实干、务
实创新，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发展质
效不断提升，市场主体综合实力明显增
强，对外开放深入推进，科技装备水平突
飞猛进，闯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独具
特色的发展路径。

今年以来，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在重

庆市委、市政府和国家邮政局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抓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城乡两个
平台建设深入推进，行业服务质量稳步
提升，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更加完善。上
半年，重庆市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61.29
亿元，业务收入完成55.55亿元，同比增
长分别达35.41%和23.14%。其中快递
业务量达1.97亿件，同比增长38.93%。
寄递企业入驻物流园区18个，建设乡镇
快递服务站1228个，覆盖率达100%；
建成区县邮政农村电商运营中心23个、
乡镇服务中心254个、村级服务站6558
个。寄递企业参与农特产品配送寄递包
裹948万件、业务收入7413万元。

在看到成绩和机遇的同时，我们更
要清醒地认识到，邮政业大而不强、大面
不优的业情尚未改变，提高供给质量和

效益的任务还很繁重，转变发展方式、完
善行业生态体系的任务还很繁重，实现
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
还很繁重。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互联网+”
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经营机制、促进业
务转型、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推动行业由传统服务向现代服务转变，
由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好地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保
障人民群众需要。要全面履行邮政普遍
服务义务，加快实现边远行政村直接通
邮，着力解决农村地区用邮均衡问题。
要发挥行业优势，融入国家大扶贫格局，
推广“寄递+农村电商+农特产品+农户”
产业扶贫模式，打好邮政业服务精准脱
贫攻坚战。要大力推广“网上办事+网
下寄递”，更深更广更好便利人民群众办

事需要。要强化基层员工的权益保障，
改善一线工作环境，提升基本权益保障
和职业发展保障水平。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
步拓展行业发展格局。要把提高行业供
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持续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丰富服
务功能拓宽联动领域，聚焦现代农业打
造特色农产品“直通车”、聚焦先进制造
业探索设立“移动仓库”、聚焦跨境电商
建设跨境网购“新高地”。要推动大包
裹、即时配送、众包递送等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要
加快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供应
链体系。要构建多层次的行业人才培养
体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建
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
大军。

第三，持续优化空间布局，进一步服
务好国家重大战略。要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契机，积极实施“丝路传邮”行动计
划，培育“渝新欧”班列快件运输需求，加

快服务海外能力建设，打造覆盖国内外
的寄递服务体系，形成空陆内外联动、东
西双向互济的开放发展新格局。要大力
推进“邮政在乡”和“快递下乡”工程换挡
升级，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国
务院关于加快成渝城市群发展的决策部
署，扎实推进“城市群寄递服务大同城”
行动计划，把推动重庆邮政业基础设施
高水平建设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重点
任务抓细抓实，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示范。

第四，善于抓住突出问题，进一步补
齐发展中的短板弱项。要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好
邮政业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加快推进

“快递入区”工程，大力发展第三方和智
能终端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末端变革。
要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
全观，充分发挥寄递渠道安全联合监管
机制作用，全面落实寄递安全“三项制
度”，加快“绿盾”工程建设，进一步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助力打赢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第五，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提

升行业现代治理水平。要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增强政府公信
力和执行力，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
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要坚持包容审慎原则，逐步将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纳入行业管理服务范畴。要
逐步构建守信名单、失信名单和信用异
常名单评定管理工作体系，建立完善多
部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推动邮政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寄递主
业，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引导快递企业健
全现代企业制度，着力提高管理效能和
发展层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充满坚
定信心和必胜信念。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重庆
市邮政业更加美好的未来，为全面建成
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而努力
奋斗！

（重庆市邮政管理局 周向东）

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