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区棠香街道猜灯谜活动。
通讯员 黄舒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松）重庆日报记
者1月 29日从市燃管办获悉，春节期
间，相关部门将根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
竹管理条例》规定，从严监管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储存等各个环节，并在划定的
禁止燃放区域严查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据悉，全市将在禁、限放区域投入网
格化巡控力量6万余人（党政干部 1.3
万、社会力量 4.1 万、警力 6 千），切实加
强巡逻防控的同时，严查严管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

依据该条例规定，在禁放区域、场所
燃放烟花爆竹，或者违反安全燃放规定燃
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
放，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按照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非法
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据介绍，目前全市共设立烟花爆竹

检查站191个、检查人员715人，其中进
入绕城高速公路内的禁放区检查站55
个、检查人员165人。同时，依托16个
省际交通检查站、121条春运干线检查
站和2万余交通安全劝导站进行检查。

为确保该条例贯彻实施，各地党委
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通过进街道、社区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通告、悬挂
横幅、制作动漫、户外电子显示屏滚动播

报有关燃放规定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
劝导。截至目前，主城区和渝西片区累
计张贴通告31万份，张贴海报26.6万
张，播放宣传片3.6万次，播放字幕14.4
万次，广播7.9万次，入户宣传17.7万次，
发放宣传资料153万份，悬挂横幅标语
1.3万条，发送提示短信3199.9万条。

民警提醒，为了共同营造春节期间
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希望广大市
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在禁放、限放区
域燃放烟花爆竹。

重庆投入巡控力量6万余人

严查严控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本 报 讯 （记 者
杨艺）春节将至，重庆
消费市场也热闹起
来。1月29日，重庆日
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节前市民备货忙，全市
各大商圈和超市迎来
客流高峰。而随着电
商平台的发展，今年线
上采购也同样火爆。

随着客流高峰的
到来，不少商场、超市
纷纷推出系列优惠活
动。重庆苏宁本周起
启动“年货节”，在观音
桥步行街、各万达广场
及周边区县和乡镇打
造 出 10 个“ 福 气 小
镇”，集合电器、母婴、
小电等各大业态,为市
民带来华为、TCL、江
小白等知名品牌以供
选购。此外，“洋年货”
也越来越受欢迎。在
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俄罗斯的葡萄
酒、糖果以及比利时巧
克力，德国啤酒等成为
年货消费新宠。

线上市场方面，在1月 25日启动的
“第二届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活动上，云
阳的精灵子蜂蜜、石柱的秘制牛肉和辣子
鸡、酉阳的糍粑和绿豆粉、城口老腊肉等各
区县特产应有尽有。天猫、京东、苏宁等各
大电商平台则纷纷打出“春节不打烊”的招
牌，并相继推出各种年货促销节，抢夺春节
年货消费市场。

此外，据京东大数据显示，重庆人最爱
购买的年货品类为食品饮料、手机通讯、服
饰内衣。数据还显示，重庆人购买的食品
饮料品类中排名前十的是蜂蜜、食用油、坚
果礼包、苏北米、东北大米、纯牛奶、核桃
露、高钙低脂奶、酸奶、年夜饭礼盒。

从各年龄段销量占比来看，90后在网
购年货人群中占比超过30%，偏爱购买鞋
靴、手机、钟表等“高单值”商品；80后占比
超过60%，偏爱购买母婴类商品；70后则
爱购买牛肉、鸡肉、低温奶等生鲜食品；60
后更喜爱服饰内衣类商品。

春节前夕，外卖也成热门。饿了么平
台数据显示，春节前，重庆人外卖订单量火
爆，200元以上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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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市川剧院获悉，该院已受邀
参加第48届鹿特丹国际电影
节。记录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
铁梅与作曲家郭文景合作新版
川剧《思凡》过程的纪录电影
《Inner landscape（内心的风
景）》将在电影节上全球首映。
沈铁梅还将在颁奖晚会上表演
《凤仪亭》，让世界聆听川剧之
美。

据了解，第48届鹿特丹国
际电影节于2019年1月23日
至2月3日举行。本届电影节
将放映500余部风格多样的影
片，《内心的风景》便是其中之
一。该片介绍了郭文景创作新
版川剧《思凡》的过程，沈铁梅
是纪录片中的主人公。川剧表
演艺术家和音乐家如何将传统
文化和交响乐完美融合，是该
片的亮点。

重庆市川剧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电影节组委会相关人员
在观看了《内心的风景》后表
示，希望沈铁梅在电影节颁奖
晚会上表演原汁原味的川剧，
拓宽西方电影人的视野。最
终，沈铁梅决定表演她的代表
作之一《凤仪亭》。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
由郭文景根据同名川剧创作而
成的歌剧《凤仪亭》曾亮相美
国。这部世界首部由中国戏曲
演员演唱的歌剧，在纽约古典
音乐重镇——林肯艺术中心连
演三场，征服了美国观众。重
庆市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沈铁梅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颁
奖晚会上表演的是传统版本，
说明西方观众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兴趣愈加浓厚。

据悉，重庆市川剧院一行
已于荷兰当地时间1月28日
抵达电影节举办地。重庆日报
记者将继续关注川剧荷兰行的
进展。

重庆市川剧院
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沈铁梅将在颁奖晚会上表演川剧经典剧目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1月30日起，轨道交通环线和
4号线可以用支付宝、微信扫码
购票了。1月29日，轨道集团
介绍，环线和4号线所有327台
自动售票机和95台人工售票
机都支持支付宝、微信扫码购
票啦。轨道集团后续还将陆续
开通重庆轨道APP、中国银行
APP、银联云闪付支付方式。

目前，轨道集团已启动移

动支付过闸方案研究以及前期
工作实施。即乘客可在轨道交
通闸机前扫码支付过闸，无需
再购票。根据规划，轨道交通
移动支付过闸支付除支持畅通
卡刷卡外，还将支持二维码支
付、银联卡闪付、手机闪付等。
预计2019年上半年将逐步实
现移动支付购票全线网覆盖，
同年底实现轨道交通移动支付
过闸全线网覆盖。

1月30日起
轨道环线和4号线可扫码购票
预计年内实现移动支付购票、过闸轨道交通全线网覆盖

▶ 市 民
在南川区鼓
楼广场选购
新年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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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亚
同 通讯员 赵武强）1月24
日，铜梁针对返乡农民工举
行了新年首场大型招聘会。
87 家当地企业提供了 1.1 万
个岗位，吸引近万名群众进
场。今年该区启动“把老乡留
在老家”行动，春节前后，还将
连续举办8场大型招聘会，力
争回引 2万名在外务工的铜
梁人。

现场，进场咨询和应聘的
返乡农民工络绎不绝，不少企
业摊位前甚至还排起了长队。
位于铜梁高新区的新民康科技
有限公司去年新投用的产线需
要500人，当天上午就有100
多人报名。目前，铜梁约有
11.2万多农民在外务工。因外
出务工人员多，不仅令一些当
地企业招不到人，不少乡村也

出现了“人去巢空”的现象。为
此，当地启动了“把老乡留在老
家”行动，从各层面发力，全力
引导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家乡。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场，接下来
至正月十五还要开展8场。”铜
梁区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该区计划回引2万名外出
务工人员。

目前，铜梁已通过调研用
工信息、畅通发布渠道、搭建常
态化对接平台、广泛组织动员
等形式，全面启动“把老乡留在
老家”行动。

截至当天中午，共有3000
余名返乡务工人员与企业签订
就业协议。接下来，铜梁除举
办系列大型招聘会外，还将于
春节期间，在返乡农民工集中
的镇街举办专场招聘会，把岗
位送到农民工家门口。

铜梁举行新年首场专场招聘会

上万个岗位力争把老乡留在老家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2019新春贺岁惠民演出在
群星剧院上演。 记者 齐岚森 摄缤纷活动

喜迎大喜迎大年年

喜 气 洋 洋 过 春 节

在K4518次广州东至重庆的列车上上演的“春节联欢会”。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让政策落地生根

去年底，市人社局出台《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十六条措施》，瞄准民营经济的痛点和
堵点，精准发力，激发其活力，切实为企业减
轻负担。这样的政策如何能够落细、落实？
怎样让企业真正得到实惠？在綦江已有探
索与实践。

“民营经济16条”里，“干货”颇多，尤其
是通过失业和社保补贴加大民营企业稳岗支
持力度、通过创业贷款加大融资扶持力度、完
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民营企业就业用工服
务、继续实施社保降费政策，深入实施引进高
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等内容，均能让企业
享受到实惠。

“民营经济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因此我们必须把政策宣传落实到位，为民营
经济发展服务。”綦江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说，他们对照“民营经济16条”中的有关要
求，迅速优化办事流程、精减材料、公开公布，
确保“干货”落到实处。

抓好各项工作举措落地的不仅仅是区人
社局。去年11月，綦江区民营经济发展表彰
会暨走访服务民营企业动员会召开，截至1
月5日，共设立63个走访组，对438家民营
企业进行了走访，民营企业反映了引才用工、
政策落地、创业发展等616件堵点、痛点、难
点问题，其中，现场解决61件，政策解释53
件，转办研究502件。

助企业享受实惠

对企业来说，社保降费无疑是看得见的
利好。前文所述的跃龙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便享受到了一项名为“小微困难企业降费政
策及相关险种费率调整”的政策。该负责人
介绍，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挑战
大，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綦江认真帮助企业
度难关。

“我们打出了‘组合拳’，进一步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运行成本。”该负责人说，
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从 20%降至 19%；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从 8%降至 7.5%；失业保
险总费率从 2.5%降至 1%，其中企业承担
部分比例由 1.5%降为 0.5%；生育保险总
费率从 1%降至 0.5%，工伤保险总费率浮
动最高超过 4%；申报并审批的小微企
业，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可以比照个体工商户执行；申报并审批
的困难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低于社
平工资 60%的，其社保险费单位计缴月
平均工资按不低于市最低工资标准核

定。
去年以来，綦江申报享受小微企业798

户 21098 人，申报享受困难企业 690 户

27930人，同时申报享受小微困难企业604
户17498人，社保总降费超过2.81亿元，企
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实惠。

帮企业排忧解难

“民营经济16条”中，与用工、人才等
方面有直接关系的达到了6条，反映出民
营企业发展的焦点问题，綦江也针对上述
若干问题进行了细化和落实。

去年，綦江区人社局组织开展各类招
聘会 437场，发布招聘信息 1964 条，职介
成功 5068 人，重点信息产业送工 5726
人。通过定期开展企业缺工调查，及时掌
握企业需求信息，通过人力资源市场、组织
招聘会、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安排职校学
生顶岗实习等渠道，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
题。同时，探索建立人才智力共享机制，征
集27名行业专家为创业导师志愿者，为区
内企业项目提供智力支撑，加强人力资源
培训，为民营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此外，将用工在 200人以上的企业作
为当年重点培育对象进行扶持培育，实现
企业得实惠，政府强税源，就业有岗位。

种种措施，让綦江的创业就业生态环
境更加良好。

“人力社保工作，关乎民生稳定。”该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深入抓好就业、社保、人
才、治欠保支、扶贫、乡村振兴等工作，扎实
推动人力社保事业改革发展，努力为全区
发展服务。

贺娜 刘廷

綦江 发挥人社职能作用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前不久，重庆跃龙杭萧钢构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来到綦江区人社局，给公司进行数据维护时，惊奇地发现，公司

需上缴的社保费金额特别少。原来，该公司申报的困难审查合格了，从2018年1月起，该公司社保五险缴费部分按

困难企业的低费基政策享受相关优惠。

举行招聘活动 摄/陈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