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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重庆将
首次面向社会公开选任3000余名人民
陪审员，建立拥有34000余名人民陪审
员候选人的信息库。

据介绍，去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同年8月，
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制
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今年1月
21日，市司法局、市高法院、市公安局
联合制定《重庆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方案》，对全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作
出了具体部署。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人
民陪审员法》规定，公民有依法担任

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人民陪
审员享有依法参加案件审理的权利。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
判活动，是‘不穿制服的法官’，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该
负责人介绍，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式，
以随机抽选为主，个人申请和组织推
荐为辅。

以随机抽选为主的方式，可以使更
多的人民群众有机会参与司法审判活
动，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
性和代表性，也有利于确保陪审案件审
理的公正度。“我市将严格按照规定，通
过全国人民陪审员选任系统完成两次
随机抽选。从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常住

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
员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
候选人。”该负责人说，同时，将选任名
额覆盖到每个乡镇（街道），保证人民陪
审员地域分布均衡，兼顾抽选的随机性
和合理性。

“以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的方
式，主要基于在实际审判中有时需要具
备特定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人民陪审
员。”该负责人介绍，由组织推荐和个人
申请方式产生一定比例的陪审员，是对

“随机抽选”选任方式的有益补充。通
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陪审员不得超过陪
审员名额数的1/5。

据了解，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须经

过名额确定、发布公告、产生候选人、接
受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报名、资格审
查、确定拟任命人选、任前公示、提请任
命、社会公告、就职宣誓、组织培训11
项法定程序。

“我市将面向社会公开选任3000
余名人民陪审员，建立拥有34000余
名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的信息库。”该
负责人表示，首批人民陪审员选任工
作拟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全市各级
司法行政、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将形
成合力，认真落实选任工作的各个程
序环节，真正选出一支政治素质好、
代表广泛、群众基础扎实的人民陪审
员队伍。

重庆将首次公开选任3000余名人民陪审员
建立拥有34000余名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的信息库

1月23日，鲁能巴蜀中学礼堂，梦想学子分享心中最闪亮的梦想故事。当日，重庆市“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
动”十周年梦想课堂活动举行。 记者 卢越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月23日，重
庆市“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动”十周年
梦想课堂活动，在巴蜀鲁能中学大礼堂举行，
历届梦想学子再次聚首，追忆曾经短暂但硕
果累累的时光。

本次梦想课堂以主题班会的形式举行，
通过自由分享与微访谈形式，邀请十届梦想
学子中的代表人物，讲述自己的梦想，分享成
长故事。在梦想学子代表人物中，就读于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的彭军的成长
故事令人感佩。彭军6岁被电击，失去了双
臂，流浪8年后，14岁才上小学一年级。通过
努力学习，彭军考上大学。“我管不住别人的
嘴，但我能管住自己的心。我会通过自己的
努力回应那些嘲笑我的人——只要通过努力
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彭军说。

本次梦想课堂上，守望自然野保组织创
始人星巴，羽毛球奥运会冠军重庆妹子李雪
芮，改革先锋、时代楷模马善祥，著名影评人俞
柏鸿等人，给梦想学子做了“梦想寄语”。李雪
芮通过视频告诉学子们，“只有勤奋不止，青春
才有价值，才能成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梦想课堂“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
动”，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指导，
江北区委宣传部、江北区文明办等主办，江北
区绿叶义工志愿者协会承办的一项以助学公
益活动为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题活动。自2009年启动至今已持
续开展10年，募集社会资金500余万元，爱
心助力梦想学子489名，230余家爱心企业、
22万余爱心市民参与，5.5万余人次志愿者
总计服务时间超过12万小时，成为重庆具有
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公益助学品牌活动。

“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动”十周年梦想课堂活动举行

李雪芮寄语学子：勤奋不止的青春才有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昨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
获悉，由中国田径协会、市体育局、
江津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重庆
江津东方爱情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将于4月21日在江津区元帅广场
鸣枪开跑。网络报名通道已全面

开启，4月7日截止，额满即止。
广大跑步爱好者可以登录

“2019重庆江津东方爱情国际半
程马拉松官方网站”或关注“东方
爱情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炫豹体
育”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线上报名，
首周报名者将享受八折优惠。

2019重庆江津
东方爱情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
月14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消息称，我市正加快配套建设一批
公租房公交首末站。2018年，主
城公租房公交首末站新建成5个、
总数已达12个；2019年主城计划
再建成5个。

根据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规

划，2019年，主城计划建成公租
房首末站项目5个，即界石“樵坪
人家”、南岸经开区“江南水岸”、
龙洲湾东“龙州南苑”、蔡家南

“ 碚都 佳 园 ”和木耳“ 空 港 乐
园”。到 2020 年底，将再建成 8
个公租房公交首末站，总数将达
到25个。

今年主城将新建5个公租房公交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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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窝家
平台

把便捷和物美价廉推送给消费者

关注、登录、分享平台，享受平
台的物美价廉

消费者
免费上传商品到商城，导流

提供最优价格的产品给平台

品牌商户
实体店

消费者在线上找到实体店

实体店为消费者提供线下销售和服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在家装建材领域出现了不少创新企业，通过“互联网+”，通过新模式的建立，不但能为老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和美好，而且能为经营者赋予新的发展动能，
成为带动行业发展的“小引擎”。诞生在重庆的沃窝家互联网家居建材新平台就是这样的一家创新型企业。

为市民省时省力
精确导航不走弯路

装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在购买过
的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中，建材和房屋
装修最为复杂。装房子投资大，时间
长，材料多，工序多，千头万绪，问题
难题一大堆；对建材接触使用频率极
低，不熟悉，不明白，信息严重不对
称；建材品类大大小小成千上万，难
以辨别优良伪劣。如果遇上不规范
不诚信的商家，扯皮吵架，那就非常
让人头疼，装房业主的幸福感根本无
从谈起。这是一个巨大的痛点。

“买建材、装房子对任何人而言
都费力费心，很辛苦。我们的起点在
于帮助家居消费者消除痛点、解决问
题，既要信息对称、物美价廉，又要快
速便捷，服务周到，有保障有保证。”
沃窝家平台创始人、重庆聚信众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勇谈到，“要达到
这个目标，必须以互联网为依托，因
为互联网可以极大降低成本，能打破

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快速便捷。”
沃窝家平台的做法并不复杂，将

诸多重庆本土有实力的品牌家具建
材门店进行链接，把他们的特价品、
爆款品、秒杀品、限时抢购、团购、试
用等活动搬到平台网站上，可以理解
为一个“家具建材特卖网”，价格非常
吸引人，比市面价要低出一大截，从
而吸引大量消费者。价格为什么能
做到这么“可爱”？原因很简单，互联
网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这一款产品
不用分摊商场的商铺租金、水电费、
管理费、活动费和营业员的工资等成
本，所以售价就能低下来。

用过“美团”找餐厅的人都知道，
美团上的餐厅之多远远超出我们所
知晓，沃窝家平台也一样，商户非常
多。平台技术总架构师晏总介绍道，
沃窝家就像一个精准的商户和产品
导航仪，进入“商城”后可以点击“附
近门店”，就像我们找餐厅上“美团”
一样，一点就会弹出很多附近位置的
门店，产品各异，随你选择。距离有
几百米、几公里都一目了然，根据手
机定位技术，位置精确到了 10 米
级。每个门店都有地图，一点按钮，
导航路线瞬间画出。

沃窝家的操作界面做得很友好，

很好用。一级页面中10大品类琳琅
满目，应有尽有，进入某一品类后再
有细分；活动区设置了“秒杀”“拼团”

“限时折扣”“商品试用”等4大版块，
比如在秒杀区，就有蹲便器的秒杀价
仅仅为1元！在拼团区，一套活性喷
气水洗棉四件套价格仅仅为 120
元！消费者在线上发现、了解、评判
后，可以足不出户，直接下单一键购
买。如果不放心，可到线下实体店看
样，体验产品，咨询店员，享受线下服
务。

沃窝家有个突出的优势，有本土
实体店做支撑，顾客在手机上看了之
后，可以去同城的实体店看，不放心
就不买，解决了传统网购的产品质量
问题、货不对版问题、送货入户安装
问题、售后服务保障问题。

消费者还可成为平台的会员，分
享自己的二维码给好友，发展会员而
获得积分好礼。

为商户店铺科技赋能
精准引流导客到店

企业为顾客而生，顾客是百业之
源。当下，家具建材经营商户面临的

普遍的首要的难题是什么？不是人
员工资，也不是商铺、仓库租金，而是
如何找到顾客！

近年来，房屋装修同行竞争者
增多，市场份额摊薄，商户获客越发
艰难，做一场活动要花九牛二虎之
力，还未必能收获好效果，是任何一
个从业者都知道的行业性痛点。殊
不知，某个顾客又在到处寻找质优
价平的好货好料，但他就不能准确
找到这个产品商户，因为信息不对
称。

沃窝家的运行类似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一端链接车和司机，一端链
接乘客，通过软件平台将两者链接起
来，不但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而且极大地降低了车辆空跑和乘客
久等的时间，降低了社会成本。沃窝
家则通过互联网平台化设计，消除商
户和商场的寻客痛点，减少消费者的
盲目寻找，一端链接本土品牌商户，
一端链接消费者，手机一点，精准对
接，就近安排，成本极低，为商户找到
顾客，为消费者带来真正的便利，带
来生活的美好。

五里店重庆东方灯饰广场负责
人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
喜欢在网上在手机上购物，沃窝家这
种平台能得到年轻人的青睐。我们
从商场中选出了最有代表性最有实
力的商户放到平台，拿出价格吸引
力，让他们为商场引来客流”。

全国性培训机构易配者软装学
院重庆分院也在沃窝家平台开了店，
其负责人认为，沃窝家的获客成本
低，是一种理想的市场拓展渠道；顾
客、商户、平台三者都是受益者，大家
都得到了价值，平台的基础就会很稳
固。

重庆本土实力派家具经销商塞
维亚国际家居营销负责人谈到，现
在吸引消费者进店不容易，沃窝家
网上引流带客就非常重要，顾客也
能快捷地发现我们的实体店。顾客
可以在网上下单，如果到实体店发
现与实物不符，可以退单。同时，如

果在实体店看中某一产品后，还可
倒回去从网上下单，就节约一大
笔。对顾客而言，就感觉“很实惠很
舒服”。

卢勇表示：“平台招商启动以来，
商户进入的意愿和速度大大超出了
我们的预料，短短两三个月时间，符
合条件的、来平台开店上货的厂家及
总代理已达上百家品牌，说明平台这
路子是走对了。我们要让广大消费
者和商户都能共享到互联网带来的
红利！”

企业观察》》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就是对劳

动力、资本、土地、产品、技术、管理等
生产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改变结构，
优化配置。创新可以培育发展新动
能，激发创业活能，释放新需求，创造
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则打破了时
间和地域的界限，为创新提供了近乎
无限的可能。

重庆沃窝家互联网家居建材平
台看似简单，实则生动地体现了创新
发展的理念，做出了创新发展的努力
探索。

潘锋 冉崇伟
图片由沃窝家互联网家居提供

沃窝家模式示意图

沃窝家平台特价优品

打造互联网家居建材新平台

沃窝家 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而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月
21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公布了上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
通报情况。去年12月，大渡口区重
庆鹏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福路

“荣安林语春风项目”等10个工地
因为扬尘控制不力被通报批评。

按照相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
企业，应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进行

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可能被
纳入“施工企业不良信息”黑名
单。这些被“拉黑”的企业，不仅参
加招投标活动会受到限制，且自公
布之日起1年内银行将对其不予
发放、新增贷款。

据悉，去年，被市城管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通报批评的主城区扬尘控
制不力的工地大约有120个（次）。

控制扬尘不力

去年主城区约120个（次）工地被通报批评

所在区域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行政相对人名称

重庆中环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鹏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海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重庆华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南托建筑股分有限公司

重庆西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坤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鼎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千厮门大桥隧道工程”

华福路“荣安林语春风项目”

“国美江天御府项目”

大洞村“华宇温莎小镇项目”

白市驿“重庆西部国际涉农物流加工
三纵线道路工程（二标）项目”

杨家山“重庆杨家山项目市政道路及
地下沿线管网工程”

蔡家“兼善中学蔡家校区项目”

悦来“旭宇华锦悦来065项目”

瑞龙路“融信在经龙洲府项目”

“北大资源博雅东二期项目”

去年12月10个工地被通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