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赵炬重庆新闻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9重庆日报

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2月21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主任会
议听取了关于《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
汇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
来，重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共抽检食品
摊贩食品29个品种3110批次，不合格
率2.03%，不合格样品主要为方便食品、
食用油等。

《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经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 5月 1日起施
行。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英瑜表示，
该条例规定对食品小作坊实行登记管
理。截至目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调
查掌握的全市食品小作坊共6111户，
其中已按要求登记 5610 户，登记率
91.8%。

该条例规定对进入划定区域的食
品摊贩实行备案管理。截至目前，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调查掌握的全市食品摊
贩共 15449 户，其中已按要求备案
13757户，备案率89.1%，备案的主要为
包子馒头、煎饼、小面等早餐摊点和烧
烤、小吃、卤菜等夜市摊点。

该条例规定了对家庭集体宴席服
务活动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参照食品摊
贩有关规定执行，家宴服务活动经营者
承接100人以上家庭集体宴席服务的，
在宴席举办前应向所在区县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报告。截至目前，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调查掌握的全市家宴服务经营
者共6494户，其中已按要求备案5954
户，备案率91.7%。家宴服务经营者主
动报告承接100人以上的家庭集体宴
席服务活动7.5万余次。

今年以来，我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共抽检食品摊贩食品29个品种3110
批 次 ，不 合 格 63 批 次 ，不 合 格 率

2.03%，不合格样品主要为方便食品、
食用油等；抽检食品小作坊食品16个
品种1982批次，不合格124批次，不合
格率6.25%，不合格样品主要为酒类；
快速检测食品摊贩食品7629批次，发
现异常结果 390 批次，异常发现率
5.11%，主要为畜禽肉和蔬菜兽药、农
药残留超标。

该条例实施以来，全市相关部门
累计开展食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1.6
万余次，检查“两小”主体3.96万余家
次，发现问题 8930 余项，现场整改
6960余项，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059
份。

重庆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
共抽检食品摊贩食品3110批次，开展食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1.6万余次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2月21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主任会
议听取了关于《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到今年底，全市建卡贫困户
存量危房将动态消除。

《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于
2015年5月28日经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10月1日
起施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局长董建国
表示，该条例实施以来，重庆加强对未进
入许可程序的违法建设的查处，大力推

进各区县违法建设整治指挥办实体化运
转，全面开展存量违法建设摸排核实、集
中整治工作，及时消除新增违法建筑，遏
制违法建设行为的蔓延。2016年至今，
共计查处违法建设约2610万平方米。

目前，重庆已建立起权责统一、流
程清晰、要求明确、运转有序的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制度，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办

理乡村规划及许可审批业务已延伸到
镇乡街道，主城区实现全覆盖，全市覆
盖率超过60％。

市住房城乡建委主任乔明佳表示，
该条例将农村居民自建住宅建设管理
纳入了管理服务范围，填补了农村居民
自建住宅管理的空白。农民依法建房
主动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思想观念

逐步发生转变，广大农村规划滞后、建
房无序、土地浪费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
得以改观，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了
重要的法制保障。2018年下达的3.9万
户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对全市建卡贫困
户2.29万户存量危房实现了全覆盖。
到今年底，全市建卡贫困户存量危房将
动态消除。

今年底全市建卡贫困户存量危房将动态消除

人大之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家中有失能老人，该怎么护理？
12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企业医院协会2018学术管理年
会上获悉，重庆从12月启动了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参保对象为职
工医保参保人员，可为长期失能
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
生活密切相关的护理。

据了解，根据《重庆市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意见》，我市
将按照“先职工、后居民，先试
点、后推开”原则，探索建立以社
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
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
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护理提
供资金或服务保障，与医疗保险
相对独立、互相衔接的社会保险
制度。

从12月起，重庆确定了第一

批试点区县，包括大渡口、巴南、
垫江、石柱。在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期间，保险资金通过医保
基金、个人缴费、财政补助等渠道
筹集；2018 年筹资标准为 150
元/人/年，其中医保基金补助60
元/人/年，参保人个人承担 90
元/人/年；对属于长期护理保险
支付服务项目及标准的费用，将
不设起付线，按50元/人/日的标
准结算；在经办服务方面，将通过
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构
等第三方具体承办。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力争利用1—2年时间，通过选择
部分区县试点，基本形成适应重
庆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
框架、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定
标准、长期护理管理服务规范和
运行机制。

重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可为长期失能人员
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护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赏雪摘
果、温泉养生、民俗迎新……12月24
日，市政府新闻办、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在南川区召开2018重庆冬
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全市35个区县共
推出270余项冬季文化旅游活动及
惠民措施，盛邀八方游客来重庆过一
个别样的冬季。

当前，重庆部分高山地区已白
雪皑皑，而彩林、桂花、橙子等特色
资源，又让重庆冬季与北方有不一

样的神韵。重庆多区县围绕“踏雪
寻芳”的主题，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旅
游节庆活动，如南川第二十届金佛
山冰雪节、北碚第十六届蜡梅文化
艺术节、武隆仙女山汉式雪地集体
婚礼等，都将让游客充分感受重庆
的冬日美景。

作为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目前已
经建成温泉旅游景区景点、酒店、度
假区40余个，每天最大游客承载量
可达40万人次。这个冬天，沙坪坝、

北碚、璧山、铜梁等温泉资源富集的
区县均推出了一系列温泉养生活
动。将让游客尽情享受重庆冬季的
温暖与闲适。

此外，不少区县还推出了文化与
旅游深度融合的民俗、迎新活动。不
仅有大型文化旅游演艺，也有精彩的
庙会、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更有刨猪汤、香肠腊肉、地方小吃
等传统特色美食。如，奉节的《归来
三峡》实景演出、合川文峰古街“红红

火火过大年”活动、江津四面山中山
千米长宴等，将让游客度过一个独特
的“巴渝年”。

本月25日到2019年3月25日，
重庆还将举办“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
惠民消费季”活动，期间重庆众多旅
游景区和文化产品将推出门票优惠、
打折券派送等活动。2019年1月1
日至1月31日期间，大足石刻、梁平
观音洞、梁平滑石古寨等景区，将实
行门票半价的优惠等。

可泡温泉可赏雪 多个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重庆推出270余项冬季旅游活动

▲图①②游客在仙女山景区赏雪玩耍。
（仙女山景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清
理江面垃圾、宣传节水护水知识、
亲身体验如何净化水质……12
月21日，重庆市“守护绿水”志愿
服务示范活动在江津区三峡库尾
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500余名
守护绿水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活
动。

市水利局副局长、市守护绿
水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卢峰介
绍，自今年7月1日市文明委启
动全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来，市水利
局牵头成立了全市守护绿水志
愿服务总队、42个（区县、单位）
守护绿水志愿服务分队、以及部
分镇街一级守护绿水志愿服务
队伍，已实现 38 个区县全覆
盖。不仅如此，还打造出不少知
名志愿服务项目品牌。例如江
津区开展的“蓝色卫士”志愿服
务项目，主要针对该区水库、堰

塘、水渠、管道等农村水利设施
开展巡查维护等服务。5年来，
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间达20万小
时，该区 100 万农村人口和 52
万亩农田因此受益，该项目也在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上获得金奖。

卢峰介绍，接下来，重庆市
守护绿水志愿服务队伍将立足
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着力解决“水脏”“水浑”的问题，
重点围绕节水护水、保护母亲
河、防治水土流失、防汛抗旱等
4项内容提供服务。据了解，眼
下正处于三峡库区175米高程
蓄水期，江面垃圾比平时增多，
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守护绿水志
愿服务活动中来。卢峰表示，如
广大市民有意愿成为志愿者，可
登录“志愿重庆”网站进行注册，
参与到守护绿水志愿服务活动
中来。

重庆市“守护绿水”志愿服务
示范活动启动

守护绿水志愿服务队实现38个区县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12月 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航发司获悉，忠县东溪河航道
整治利用工程正式通过验收，标
志着3000吨级船舶可从东溪河
直接驶入长江。随着忠县东溪河
航道整治利用工程投运，三峡库
区重要支流已经有300公里航道
提档升级为高等级航道，这也为
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创造了有利条
件。

据介绍，航道整治利用工程，
包括疏浚与炸礁和支持保障系统
两个部分，主要是清理河内沙石
淤泥，清除河道碍航礁石，安装航
标等安全监测设施。高等级航道
被称为“水上高速公路”，即设计
航道尺度（双线航宽×航深×弯
曲半径）60×3×480米，通航保
证率为98%。

东溪河位于忠县东溪镇，是
忠县段长江右岸一级支流。东溪
河航道整治范围为东溪河河口至
新屋咀段5公里航道，2017年8
月工程正式开工。“该航段整治投
运后，对加快库区矿产资源开发、

解决库区人民群众出行困难、促
进忠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交通局称。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航道
整治利用工程及“水上高速公路”
建设，目前已完成三峡库区小江、
梅溪河、抱龙河、汤溪河、磨刀溪、
东溪河、嘉陵江和乌江部分河段
的航道整治工程，新增里程达
302.3公里，其中三级航道为300
公里。

这有效改善了库区重要支流
航道的通航条件，对促进库区实
施乡村振兴和脱贫致富具有重要
作用。以布局在小江流域的重要
港口——开州港为例，去年10月
底，小江航道提升为高等级航道
后，该港货物吞吐量不断攀升。
2018年，开州港货物吞吐量将突
破50万吨，2019年度吞吐量有
望突破60万吨。

重庆航发司航道工程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2019年，将投资3
亿元启动巫山鳊鱼溪、奉节黛溪
河、渠江等航道整治工程，预计
2020年基本完成。

忠县东溪河航道整治利用工程完工

三峡库区“水上高速”
新增里程已达300公里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通讯员 王
文杰）重庆日报记者12月20日从市交运
集团获悉，本月内，该集团下辖的重庆轮船
有限公司将开通“朝天门-大竹林”水上观
光轮渡航线。目前，航行船舶已建造完毕，
待大竹林码头配套完善后即可投放使用。

据介绍，此次开通“朝天门-大竹林”
轮渡航线，将进一步释放滨江景观带旅游
资源。该航线运行前期为“点对点”航行，
途中不停靠，待沿线码头设施逐步完善后，

计划经停洪崖洞、重庆天地、磁器口等景
点。目前，该航线计划投放3艘轮渡运营，
每艘轮渡可载客350人，线路单程20公
里，运行1小时，乘船游客可饱览朝天门至
两江新区大竹林的嘉陵江两岸沿江美景。

重庆轮船公司介绍，未来3年内，将
逐步恢复从朝天门至广阳岛、朝天门至九
龙坡等“老重庆”的9条轮渡航线，在增添
市民交通出行选择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水
上旅游市场。

赏两江夜景增添新去处

朝天门至大竹林将开通观光轮渡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20日，携程集团发布《改革开放40
年，改变中国人十大旅游方式》报
告，重庆多项旅游经济指标居全国
前十。

该报告盘点了改革开放以来改
变中国人的十大旅游方式，例如：

跟团游“长盛不衰”，如今有半
数以上游客依然选择此种方式。在
全国跟团游市场排名中，重庆位居

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成都，高于
北京和天津。

自由行是伴随着互联网兴起的
新型度假方式，在2018年自由行国
内人气目的地排名中，重庆位居全
国第九位。

网约导游逐渐成为最新流行的
旅行方式，在2018年全国当地向导
人气目的地排名中，重庆位居全国
第六。

携程发布“改变中国人十大旅游方式”报告

重庆多项旅游数据居全国前十

➡12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获悉，中国美
术家协会当天下午召开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主席团，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14人。重庆市美协主席、四川美术学院
院长庞茂琨当选中国美协副主席。 （记者 赵迎昭）

庞茂琨当选中国美协副主席

快读

◀图③游客在南川金佛山景区滑雪嬉戏。
（南川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供图）③

①

②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2 月
22日，铜梁区双山镇建新村八社，建
卡贫困户吴宪中正忙着搬新家；同一
天，大庙镇石兴村的贫困户彭远忠在
新居里做了第一次饭。吴宪中、彭远
忠都是当地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的受
益者。截至目前，铜梁区今年实施的
834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全部已提前完
成。

吴宪中家的老房子建于上个世纪
80年代，漏雨严重，且房梁腐朽，安全隐
患很大。今年54岁的老吴不仅身有残
疾，还要负担女儿读书，靠自己建新房

“想都不敢想”。今年8月，他家的情况

经村、镇核实，最终被纳入铜梁区农村D
级危旧房改造计划。在国家危房补贴
资金的帮助下，吴宪中在旧房旁起了砖
墙新房，并硬化了地坝。

彭远忠因股骨头坏死丧失劳动能
力，儿子又上大学，一家人在破旧的土
墙房里住了好几年。双鹅村的王顺民
和两个兄弟都超过了60岁，3个“光棍
汉”一直挤在祖辈留下的旧房里。今
年，他们和其他800多户危房户一起，

被区里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覆盖，进行房
屋改造或新建。不久前，他们陆续住进
了宽敞、安全的新房子。

今年以来，铜梁把农村危旧房改
造继续纳入重点民生事项和扶贫攻
坚，按照“住房最危旧、经济最困难、最
急需解决”的原则，经个人申请、村社
评议、镇街核实，公示上墙后，陆续在
28个镇街实施了834户农村危旧房改
造。目前，该区554户D类和280户C

类危房（其中建卡贫困户 433 户）已全
部改造和新建完毕，大部分贫困户搬
入了新家。

为保证工程质量，满足群众实际需
求，铜梁区建委免费提供了多套设计图
纸，并结合相关政策，帮助指导农户硬
化、美化、绿化院坝。此外，针对今年的
834户农村危旧房改造，铜梁还聘请了
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房屋改造、新
建进行逐户核查和竣工验收。

铜梁834户农村危旧房改造提前完成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12月 24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展区申办工作会在京举
行。重庆日报记者获悉，第十三
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展区展览
将来渝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油
画、雕塑佳作将在2019年10月
中旬前汇聚四川美术学院美术
馆，为重庆市民带来一场艺术盛
宴。这是全国美展的展区展览首
次来渝。

据介绍，全国美展是国家级
的权威性、综合性大展，每5年举

办一次。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将于
2019年举办，分为中国画展区、
油画展区、版画展区、雕塑展区、
壁画展区等13个展区。

重庆市美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国美展中的油画、雕塑两
个大画种的展览同时在一座城
市举办并不多见。“重庆曾为中
国艺术界输送了众多艺术家，他
们创作出了一批留名美术史的
精品力作，这次申办成功是对重
庆美术事业的肯定和鞭策。”他
说。

重庆成功申办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