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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17
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
2018年底，重庆主城已建成14条公交
优先道、总长度达到105.4公里，市民
坐公交出行越来越快捷。到2020年，
主城区将规划建成公交优先道210公
里。

这14条公交优先道具体线路是：
炒油场—鲁能立交（南北通道）、红旗
河沟—大石坝（红石路）、杨家坪—小
龙坎、西南医院—重庆西站、巴南大
道、松树桥—石马河（松石大道）、西永
大道、鸳鸯立交—五里店（金渝大道）、
童家桥—井口（G212国道）、双元大道、

碚南大道、机场路、四公里立交—玉马
路以及长江一、二路公交优先道。

据介绍，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
7点-9点和17点-19点，除公交车、执
行任务的特种车辆、校车、二十座以上
的大型载客汽车外，其他车辆禁止驶
入公交优先道。需借公交优先道进出
路口或停车上下客的其他车辆一定要
按照相应的通行规则行驶。

“以前坐公交出行很容易遭遇大
堵车，导致上班迟到。后来，我选择轨
道交通出行，但要换乘非常不便。现
在有了公交车专用道，公交车运行时
间快了，我又重新选择公交车上下班，

基本不用担心迟到的问题。”家住南坪
的市民王小丽表示。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这14条公
交优先道，整体运行秩序和运营速度
有较大幅度提升，成效显著。统计数
据显示，早晚高峰平均运行时速维持
在 17 公里左右，较实施前提升了
30%，市民平均出行时间节约 12分
钟。同时，公交车平均滞站时间减少
29秒，每日早晚高峰约有90万乘客已
享受到了公交优先道带来的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主城区还
投用了415辆一级踏步车用于公交优
先道运行，进一步提升了公交服务质

量。同时，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结合14
条公交优先道的投用，积极开展公交
车线网、站点优化调整和上线纠违检
查工作。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去年主城
区共计优化调整线路7条，12条线路
实施跳站（行驶到某站不停靠而是直
接通过），跳站优化站点16个，上线纠
违检查共计3500余人次。

按照总体规划，主城公交优先道
将根据“分步实施，先行试点、逐步成
网”的原则推行。到2020年，主城区
将建成公交优先道210公里，基本形
成网络。

去年重庆主城建14条公交优先道
公交车早晚高峰平均运行时速提升30%

最近，璧山区来凤街道花园社区
居民龙吉敏为儿子、媳妇办了一场婚
礼——简简单单几桌人聚在一起，不
像是宴席，更像是家人聚餐。“虽然形
式简单，但亲戚朋友的祝福一点不少，
大家都说这种婚礼又文明又浪漫。”龙
吉敏说。

广获点赞的婚礼
形式简单 祝福不少

简单婚礼的背后，少不了龙吉敏
的奔走。

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儿子、媳妇
筹备婚礼时，亲家就提出要求，要大办
一场，甚至还有朋友提前言明到时候
要好好“整一整”他。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想欢喜
闹热一下。但如果披着传统习俗的

‘外衣’，大行低俗之道，这些不文明、
低俗、愚昧的婚嫁恶俗陋习，肯定会破
坏婚礼的温馨美好。”前不久，龙吉敏

还参加了一位朋友举办的婚礼，连办两
天，每天80桌。婚事办得“风风光光”，
可事后一算账，还要借钱来“绷面子”。

龙吉敏将这些顾虑与亲家商议
后，两家人达成共识：婚礼简化，把大
操大办的钱节约下来支持小辈，只要
两个孩子感情好，比什么都重要。

龙吉敏家的简单婚礼得到不少邻
居点赞。上周，花园社区居民陈霞为
儿子、媳妇办婚礼，沿用了龙吉敏的方
法，中午的婚宴结束后，宾客们连麻将
都不搓了，一起去逛附近新投用的公园。

璧山民间婚礼形式的转变，与我
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
工作分不开。

成立整治工作小组
打破婚嫁陈规旧俗

让婚礼不再成“闹剧”，去年以来，
璧山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拿“闹婚”恶俗、索要巨额
彩礼、大操大办婚宴等婚嫁陋习开刀，
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受到群
众欢迎。

璧山区委书记牵头成立婚嫁恶俗
陋习整治工作小组，将区文明办、区民

政局、区食药监局等35个部门、镇街纳
入工作小组。全区15个镇街以党（工）
委名义，与辖区187个村社以及200多
家酒店、婚庆公司、宴席“一条龙”、农
家乐签订《抵制婚嫁恶俗责任书》，同
时面向所有大型餐饮单位发放《抵制
婚嫁恶俗告知书》，压紧压实重点婚宴
场所责任。

璧山区还发动村社干部、食品药
品监督信息员、红白理事会成员、网格
员、热心村民等，组建村、社区“移风易
俗理事会”187个，组建“老罗”“孃孃”
等民间文明婚嫁宣传队23个。他们走
访即将举办婚宴的家庭1000余户，成
功劝导不文明婚嫁行为5起。

一些沿袭多年的陈规旧俗，已逐
渐被打破。

文艺演出 装扮新房
如今的婚礼有更多选择

既然提倡文明婚嫁，那么，哪些是
最新、最文明的婚礼节目呢？璧山区
各镇街给出了不同的选择——

正兴镇和福禄镇将文艺分子集结
起来，组成喜事新办志愿者队伍，辖区
有居民办婚礼，可预约志愿者上门免
费送一台文艺演出，给婚礼增添气氛。

来凤街道向家有喜事的居民发放
串珠等材料，并派出志愿者在婚礼现
场的空闲时间引导宾客做手工串珠，
装扮新房。

三合镇联系民间非遗大师，为新
人送上喜气的婚礼主题剪纸，贴在新
房的窗上，格外甜蜜。

璧山区整治婚嫁陋习

用文明定格最浪漫瞬间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
获悉，为保证受灾困难群众温暖过
冬、安全越冬、祥和过年，市政府向
我市受灾区县下拨冬春救助资金
8100万元，用于解决受灾困难群众
今冬明春期间口粮、衣被、取暖、医
疗等基本生活困难。

据了解，去年我市先后发生了
洪涝、风雹、干旱、滑坡等多种自然
灾害。据统计，全市有万州区、开州
区、彭水县等36个区县148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失踪）27人，紧急转
移安置7.84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70.86千公顷，倒塌房屋2335间，严
重损坏房屋7899间，直接经济损失
18亿元。

面对自然灾害，我市先后5次
下发紧急通知，4次启动市级Ⅳ级
救灾应急响应，18次派出工作组赶
赴灾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检
查指导救灾工作；安排下拨救灾应
急资金2100万元，紧急调拨棉被

3.5万床、棉大衣1.5万件等物资支
持灾区救灾工作，保证了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

据悉，为做好受灾人员今冬明
春生活救助工作，市应急管理局印
发了《关于做好全市受灾群众冬春
救助工作的通知》，对全市今冬明春
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做出安排。
根据工作部署，全市共有83个工作
组深入灾区，深入基层，深入受灾群
众家中，对受灾人员生活困难情况
进行摸底调查，掌握了受灾人员生
活困难需救助情况。同时会同农
业、气象等部门，进行分析评估，制
定冬春救助方案。

据介绍，根据应急管理部、财政
部的有关规定，日前，市应急管理
局、市财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对这笔
款项发放实行民主评议、登记造册、
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确保专款专
用，重点使用，要按照受灾群众自救
能力，分类救助，不得平均分配或预
留资金，也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

市政府向受灾区县
下拨冬春救助资金81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我市受灾群众
因灾倒房恢复重建入住和冬春救助
集中发放仪式上获悉，截至1月15
日，我市倒房恢复重建已动工1203
户3556间，其中竣工1143户3374
间，动工率、竣工率分别达到97.9%
和93.1%以上。

据统计，2018年我市合川、开
州、奉节、彭水等31个区县有因灾
倒房重建任务，需倒房重建1288
户、3635间，其中集中建房点4个、
39 户、78 间，分散建房 1189 户、
3557间。

今年我市因灾倒塌、损坏居民
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指导标准为：倒
塌、严重损坏房屋恢复重建者，按
5000元/间的标准给予补助，4间及
以上补助20000元；一般损坏房屋
维修，根据损失程度和自救能力，给
予适当补助。

针对今年纳入恢复重建计划的
受灾户，我市将根据审核确定的损
失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坚持困难
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无困

难的不补助的原则，适度向低保户、
农村五保户、城镇“三无”人员、重点
优抚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家庭
倾斜，合理确定不同的救助金额，并
将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直接发放到
户。

为了推进全市因灾倒房重建工
作的顺利开展，市应急管理局坚持
半月统计、半月通报制度，对区县开
工、竣工的间数户数，本级财政资金
投入，社会捐赠等情况及时统计通
报，各区县采取销号的办法，完成一
户，销号一户，归档一户。

去年12月，市应急管理局召开
全市因灾倒房重建推进工作视频会
议，通报了全市倒房重建工作进度，
总结回顾倒房重建的开展情况，介
绍了有关区县倒房重建工作等好经
验和做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就下一
步做好倒房重建工作提出了要求。

据统计，截至1月15日，全市
倒房恢复重建已动工1203户3556
间，其中竣工1143户3374间，动工
率 、竣 工 率 分 别 达 到 97.9% 和
93.1%以上。

重庆因灾倒房恢复重建
已动工1203户3556间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刘思明）1月17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团市委获悉，为进一步促进重庆
广大青年企业家、创业青年与世界各
国青年之间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中
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为重庆市青年创
新创业服务中心授牌，成立“中国国际
青年交流中心重庆工作站”，这也是国
内首家挂牌的国际青年交流省级工作
站。

据了解，工作站成立后，中国国际

青年交流中心与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
服务中心将全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
举办国际青年长短期文化研修课程，
组织重庆青年企业家、创业青年参加
国际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双方
还将共同组织重庆青年科技人才和管
理人员赴国（境）外参加专业研修培训
等活动，帮助青年企业家、创业青年开
拓国际视野、创新发展思路、汇聚发展
资源。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市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以青年企业
家、创业青年为服务对象，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服务青年创新创业，坚持“请
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组织青年企业
家、创业青年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积极开展与俄罗斯、菲律宾、柬埔
寨等国的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活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工作站
举办更加广泛的国际教育合作、文化
交流、青年培训活动，为助推重庆经济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首个省级工作站落户重庆

● 龙吉敏与亲家达成共识：婚礼简化，把大操大办的
钱节约下来支持小辈，只要两个孩子感情好，比什么都重要。

● 璧山全区15个镇街以党（工）委名义，与辖区187个
村社以及200多家酒店、婚庆公司、宴席“一条龙”、农家乐
签订《抵制婚嫁恶俗责任书》，同时面向所有大型餐饮单位
发放《抵制婚嫁恶俗告知书》。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 月
17日，2019年首场残疾人就业援助
月专场招聘会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
行街举行。招聘会共吸引了50家企
业到场招聘，提供了2000余个适合援
助对象的工作岗位，涉及电工、文员、
销售等多个职位，其中，200多个岗位
专门招聘残疾人。最终，有百余名残

疾人到场咨询，27人与用工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

重庆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
中心介绍，本次招聘会最大的特色就
是突出了精准对口。在招聘会之前，
九龙坡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援
助人员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意愿进行了
全面的摸排登记，并针对需求来寻找

对口企业提供岗位，将以前的“找工
作”变为“送岗位”，在方便残疾人求职
的同时，还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成功
率。

肢残求职人员魏利表示，经过现
场咨询，自己对一些企业提供的薪酬
和福利待遇比较满意，很期待在春节
前能接到用工单位的通知。

据介绍，2019年残疾人就业援助
月系列活动将持续到2月3号，期间，
还将针对精准脱贫对象、零就业家庭、
贫困残疾人员等困难群体举行多场专
场招聘。

变“找工作”为“送岗位”
今年首场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提供2000余个工作岗位

1 月 5 日，建设者在嘉华轨道专用桥工地紧张施工。
目前大桥3个岸上桥墩已全部完成封顶，水中两座桥墩的
墩身浇筑也将在3月完工。嘉华轨道专用桥是重庆轨道交

通9号线惟一一座跨江大桥，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位
于嘉华大桥上游100米处，全长619米，建成后将成为我市
跨度最大的连续钢构轨道专用桥。记者 罗斌 摄

嘉华轨道专用桥主墩3月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