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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今年的警
示教育活动形式新颖，却又引人深思。”

“第一次到看守所，触动很大，生动的案
例和高墙内的铁窗生活，发人深省，给
我们进行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敲响了
警钟。”近日，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组织职工100余人到渝北区看守所接

受警示教育，不少职工在活动结束时发
出感慨。

不止是进看守所接受警示教育，渝
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还通过组织干
部职工现场旁听庭审、举办廉政征文大
赛、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编制廉政手册
等方式，让警示教育触及干部职工灵魂

深处，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为进一步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

性和震慑力，转变干部职工工作作
风，提高思想道德境界，我们在警示
教育这篇文章上下足了功夫，不论是
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断地进行丰
富，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分局举行的警示教育活动很多，
形式非常丰富，我印象最深的是单位同
事自编自导的廉政文艺演出。原创小
品、支部合唱，朗朗上口的廉政歌词，生
动又好记。”渝北区王家国土资源管理
所工作人员齐凤说，通过职工喜闻乐见
的形式开展警示教育，让大家在享受快
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潜移默
化地接受了廉政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丰富内容形式 让警示教育触及灵魂深处

本 报 讯 （记 者
颜若雯）“今年，全区将
完成临江河、璧南河流

域沿线城镇二三级管网建设26公里，计划在明年6月前完
成18座镇级污水处理厂技改。”这是江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落实河长制情况调研并梳理形成233个问题清单后，区政府
作出的明确承诺。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人大常委会了解到，2016
年以来，该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建立“问题清单”制度，在议题
调研、会议审议中形成问题清单共828项，通过跟踪督办、销
号管理，目前办结率超过95%。

今年4月至5月，该区人大常委会对区政府落实河长制情
况开展了调研和专题询问，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的报告，梳理全区27条区级河库形成
问题清单共计233个。重庆日报记者看到，问题清单直接点名
存在问题的河段表和企业，数据翔实，并分析了问题原因。

在今年9月召开的江津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上，区政府对照问题清单，就每条（个）河库的每个问题
的办理情况逐一作了汇报。

对于问题清单中涉及到的临江河、璧南河管网配套设施
不完善问题，区政府承诺，今年全年投入1300万元，完成临
江河、璧南河流域沿线城镇26公里二三级管网建设，并计划
在明年6月前完成18座镇级污水处理厂的技改工作。截至
目前，临江河、璧南河二三级管网抢险工程已基本完工。针
对黄墩溪河岸遭受破坏需要综合治理的问题，该区已组织相
关单位和部门及时开展治理。目前，黄墩溪现代农业园区河
段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项目总投资的80%，建设护岸16公
里，清淤河段1.3公里，预计年底完工。

江津区人大常委会调研河长制落实情况
并跟踪督办

区政府承诺限期完成18座污水处理厂技改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教委获悉，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
前公布下发，《意见》提出：到2020年，
我市将建设3至5所高水平新工科高等
院校；到2025年，全市高等教育分类发
展体系初步形成。

按照《意见》设定的目标，预计到
2020年，重庆市统筹推进产教融合的
体制机制将初步形成，并在建设3至5
所高水平新工科高等院校的基础上，
组建15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软件、生
物医药等二级学院（产业学院），建设
120个职业教育“双基地”、300个实训
基地、525 个产业急需和骨干特色专
业（点）、100个现代学徒制专业（点），
建设30个示范性职教集团、45所优质
和高水平职业院校；预计到2025年，
全市统筹推进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基
本建立，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初步
形成，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本
完善。

“围绕我市打好‘三大攻坚战’，实
施‘八项行动计划’，以及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等工作，我们将
把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
同步制定产教融合发展计划，落实各项
支持要素。”市教委高教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比如，面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和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我市将努力办好农村
职业教育，优化职业教育发展布局；充
分运用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支持农
村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以示范性职业教
育集团建设为突破口，建成一批高水平
职业学校。

在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和区域
创新体系方面，重庆市将加快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持续推进普通本科院
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院校转型，并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

能源、新材料以及研发设计、数字创意、
现代交通运输、高效物流、融资租赁、电
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急需、紧缺的学科
专业。同时，我市还将重点支持大数据
智能化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健康、养老、
文化、旅游、家政等社会领域学科专业
发展，加强智慧城市、智能建筑等可持
续发展相关专业建设。

《意见》还明确鼓励企业多方面、深
度参与办学，支持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
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意见》对深化“引企入教”改革、产
教协同育人、推进“双千双师”交流计划
等方面，也做了具体的要求，以深入推
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链、产业链、创新
链的有机衔接。

重庆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

到2020年建设3至5所高水平新工科高校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1月23日，渝中区南纪门地
区100名环卫工人收到冬日礼物——由渝中区慈善会、恒丰
银行重庆分行及南纪门街道送去的爱心早餐。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里，他们每天都能吃到免费的爱心早餐。

渝中区南纪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渝介绍，这次活动是
为了表达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和关爱，南纪门地区100名环卫
工人每天都会收到价值10元/份的爱心早餐，让他们感受到
冬日温暖。

百名环卫工人收到冬日礼物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2018-
2019保险年度“民政惠民济困保”项目
对象参保工作启动。自2017年11月重
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联合推出“民

政惠民济困保”项目一年来，全市已有
122.72万人参保，赔付金额超过1亿元。

据介绍，“民政惠民济困保”保障范
围为小额意外、大病补充、疾病身故、学
生重大疾病、困难人群升学补助金等五
个方面，参保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

由市民政局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对
象购买，无需参保对象个人出资。

“民政惠民济困保”参保对象为全
市纳入民政救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孤儿、全市部分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不含伤残人民警察、

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4类，参保对
象有交叉重叠的，不重复参保。已参保
扶贫部门“精准扶贫保”的，不再参保

“民政惠民济困保”。
据介绍，2018-2019年度首批参保

对象为11月所有在册的四类救助对象，
已不是救助对象的人员不再参保。12
月及以后的批增对象为当月新增的四
类救助对象，起保时间为救助对象审批
后首次领取救助金当月。2018-2019
年度“民政惠民济困保”对象保险统一
终保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

“民政惠民济困保”项目对象参保工作启动
参保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由市民政局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对象购买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通讯员 刘丹）“归来吧，雪峰，
从江河海归来，从峰峦岭归来……”11月22日，“时代楷模”
杨雪峰先进事迹专场文艺汇演走进巴南区，通过合唱、短剧
等形式，展现了杨雪峰生前大公无私、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

短剧《警徽闪亮》再现了杨雪峰舅舅骑摩托车因超载被
处罚，找到杨雪峰请他打招呼关照一下却被断然拒绝的场
景。在亲情与国法之间，杨雪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公正执
法，并自掏腰包为舅舅缴纳罚款，这一行为赢得现场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

“‘秉公执法、警徽荣耀、国家之上、人民至上’十六个字
流淌在杨雪峰的血液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公安民警的血液
里。”再度重温杨雪峰先进事迹，巴南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副主
任王惠忍不住湿了眼眶。她说：“同为公安民警，他是我们的
骄傲，更是我们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榜样。”

“ 同 为 民 警 ，他 是 我 们 的 骄 傲 ”
杨雪峰先进事迹专场文艺汇演再现英雄精神

本报讯 中共重庆市
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
常务副书记金道坤同志，

因病于2018年11月22日
逝世，享年71岁。

金道坤同志系湖北黄
陂人，1963年9月参加工
作，1986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金道坤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张啸寒）为进一步规范村（社区）干
部行为，促进干部廉洁履职，预防微腐败
发生，近日，河边镇纪委对近年来查处的
村社干部违纪案件及收到的群众信访举
报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用简单直白的
文字从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四个方面给村（社区）干部开出20
条易触碰的红线，明确划定了行为禁区。

“村社干部违纪违规大多源于‘小
微’权力运行不规范，对自己‘干什么’

‘怎么干’‘不能干什么’不清楚，只有管
住小问题，才能防止大错误发生。”河边

镇纪委负责人介绍，村（社区）干部作为
直面群众的政府形象窗口，其言行直接
关系着党群、干群关系。因此，看似“紧
箍咒”的红线清单实为“护身符”，帮助

他们厘清了权力职责边界。
“红线清单将村干部易触碰的行为

禁区都一清二楚地列了出来，我们可对
照清单自省自警自励，避免在工作中犯
错误。”河边镇铁石村支部书记周恩贤
说。

据了解，该镇将把清单落实情况纳
入村（社区）干部履职表现，并进行不定
期督察，以确保清单得以落实。

璧山区河边镇

为村社干部开红线清单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打击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回头看”视频会
上获悉，截至10月底，全市打击欺诈骗
保专项行动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4973
家，查实违规案例2737例，追回违规费
用1207万元。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回头看”是
市医疗保障局组建以来首次集中向医
保乱象亮剑，共组建了6个专项检查
组，由局领导分别带队开展专项检查督
查，重点检查有案不查、查处不力和举
报投诉问题较多的区县，重点复查国家
医疗保障局及市委、市政府交办问题线
索处理情况，重点核查市医疗保障局接
受的举报投诉问题线索等。主要内容
包括：通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
导、骗取参保人员住院的行为；留存、盗
刷、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的行为；
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的
行为；虚记或多记药品、诊疗项目、医用
耗材、医疗服务设施费用的行为；串换

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恶意骗取医保
基金的行为。

此次检查针对定点医药机构欺诈
骗保行为实行零容忍，违法违规案件一
经查实，依法依规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同时综合运用协议处理与行政处
罚手段，采取拒付费用、暂停结算、黄牌
警告、终止协议、行政处罚等方式处
理。加大与卫生、公安、药监、审计、监
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
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统计显示，截至 10 月底，全市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共检查定点
医 疗机构 1692 家，检查覆盖率达
27.89%，检查定点药店3281家，检查覆
盖率达29.73%。暂停网络结算204家
（定点医疗机构 56 家，定点药店 148
家），解除定点协议9家（定点医疗机构
2 家，定点药店 7 家），并移交公安机关
处理案件5件。

市医疗保障局组建以来首次集中向医保乱象亮剑
查实欺诈骗保违规案例2737例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团市委、市商务委、市
扶贫办、秀山县政府主办的青年电商农产品销售大赛，将于
12月21日至2019年1月15日举行，全国有意愿参赛的青
年电商从业者皆可在本月15日前登录村头平台、“村头大队
部”微信公众号直接报名。

据介绍，此次大赛旨在搭建“零门槛、零经验、零成本、零
风险”的“一分钟触电”创业平台和电商创客交流平台，鼓励
广大青年投身电商创业就业，动员更多青年为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

全国各地从事或有意愿从事电商销售的青年均可以个
人或团队名义报名参赛，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45周岁，以团
队名义参赛的总人数不可多于5人。还需注意的是，报名参
赛的选手需于12月20日前完成参赛店铺与组委会ERP系统
之间的数据对接和销售调试，比赛期间销售的产品为大赛组
委会选定的重庆市贫困区县优质农产品和优质加工农产品。

快去报名参加青年电商农产品销售大赛

11月23日，“2018‘一带一路’名品
展·重庆”在国博中心开幕，来自五大
洲的38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名品来渝
参展。11月23日为专业观众日。11月
24—25 日则面向市民开放，包括伊朗
的波斯地毯、斯里兰卡的红蓝宝石、波

兰的波罗的海琥珀、尼泊尔的唐卡等
名品将参展。

图为各国商家在2018“一带一路”
名品展上展示本国特色商品。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摄影报道

“一带一路”名品展在渝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