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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纳税人
的钱该怎么花？政府是否把钱都用在
了刀刃上？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预算审查
监督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提请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
议。报告显示，我市市级部门预决算公
开单位已从2016年的 169家扩大到
2019年的253家，实现了除涉密单位
外全公开。

预决算公开市级部门扩大至
253家

该条例规定，应督促财政部门将预
算绩效管理与预算安排挂钩，将项目绩
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报
告显示，市人大督促市财政部门分别将
2018年的617个、2019年的752个重
点项目的绩效目标作为预算报告附件，
提交代表大会审查。

在规范预算管理方面，按照该条例
关于预决算公开的相关规定，我市进一
步明确了预决算公开的范围、主体、时
限和责任。市财政统一设置了公开模
板和审核公式，市级部门预决算公开单
位从2016年的169家，扩大到2019年
的253家，实现了除涉密单位外全公
开。

今年减审预算28.4亿元

根据市政府制定的相关办法，市人
大财经委、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从
2016年起，每年会同市财政局组织由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两委、财政、审计、
预算审查专家参加的评审组，对下年度
市级财力安排的重点项目进行公开评
审。评审组一般为7人组成，评审结果
采用票决制，未获评审通过的项目不再
纳入当年预算安排。

在对2019年的预算评审中，35个

市级部门的884个项目纳入评审，其中
752个项目获得通过；107个项目调减
预算，占 12%；25 个项目未通过，占
3%，共减审预算 28.4 亿元，减审率
10.7%。

今年，市人大财经委、市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委还首次对7个不同行业领
域部门的一般性项目预算进行了公开
评审，减审2.8亿元。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报告显示，2017年，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印发通知，严格规定区县人大及
其常委会不得为举债融资提供担保或
作出决议决定，督促政府向人大和社会
公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和债务发行、
使用、偿还等情况。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低于国务院下达限额，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当前，我市建立了预算单位绩效
自评和财政部门重点评价相结合的绩
效评价工作机制，探索建立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
制。在预算公开评审中，常年性项目
上年的绩效评价情况被作为重要参考，
低效、无效的项目将被予以取消或调减
资金额度，绩效好的项目优先保障。

“挂钩机制倒逼部门加强项目库建
设，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管好用好
财政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市人大财经委、市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市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已经安
装部署完毕，目前正在进行功能完善、
数据校对和应用测试，预计将于近期正
式投用。届时，市级和区县人大与同级
财政部门会实现网络联通。

重庆已实现除涉密单位外
市级部门预决算全公开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7月31
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重庆市职业教育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提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分组审议。报告在肯定我市职业
教育工作的同时，也指出当前职业教
育六个“症结”。

近3年来全市财政性职业教育投
入年均增长5.3%，2018年达到86亿
元。目前，我市建成国家级示范和骨
干高职院校6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
30所。截至2018年底，职业学校双师

型教师数量累计达到1万余人。
报告指出，从检查情况来看，当前

职业教育存在六个“症结”：对职业教
育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部分职
业教育办学条件和质量还不能完全适
应社会需求、师资队伍建设问题还比
较突出、部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培
训市场还不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还不充分、职业教育政策配套和落实
还不到位。

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还不充分
为例，有些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

反映，企业不够主动、不愿合作，“剃
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尚未扭转。据
报告分析，这是因为部分校企未找到
合作共赢契合点，其中原因有三：一
是企业方面认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合作办学，却较难留住适合的人才，
失去了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二是
针对在职职工培训的校企合作较少，
主要是部分企业认为，职工培训与生
产经营不能兼顾，工学矛盾影响企业
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三是校企合作层
次和深度不够，如有的校企合作仅仅

停留在学生实习层面，涉及技能人才
培养的方案没有共同研究制定，将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
和内容不及时，以致产教融合不深
入。

对此，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切实加
强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双高”建设、着
力提高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水平等4
条具体建议。

执法检查组认为，应积极探索职
业教育改革，加快职业教育多元化办
学改革。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由注
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
渡，调动企业办学积极性，支持和规范
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
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
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建立示范性职业
教育集团。

执法检查指出当前职业教育六个“症结”

校企合作“一头热”现象尚未扭转

本报讯（记者 栗园园 实习
生 胡梦）7月3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十九批群
众投诉举报件119件。其中，噪声29
件，大气19件，水8件，土壤2件，生态
6件，辐射1件，综合污染44件，其他

10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区县和有关
市级部门调查处理。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
（2019 年 7 月 12 日－8 月 12 日）。进
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3－

63038191，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
A023 号邮政专用信箱。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每天 8：00～20：00，主要受理重
庆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十九批投诉举报件119件

垃圾成堆污染环境、杀鸭铺噪声
扰民且废水直排、豆干厂污水煤烟问
题影响生活，近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组接到永川区群众反映强烈的3件环
境问题投诉，永川区在接到交办件后，
立行立改，回应群众期待，目前问题已
得到妥善处置。

垃圾已清运完毕

近日，永川区青峰镇胡豆坪村村
民反映，最近两个月，在瓦子坡村民小
组，常有人深夜倾倒建筑垃圾、泥浆、
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及黑土等，导致下
雨时产生污水并流至麻柳河。此外，
这些垃圾还污染了当地土壤，并散发
出臭味。

接到该投诉件后，由青峰镇政府
牵头，永川区新城建管委、区城市管理
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等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情况。经过调
查了解到，瓦子坡村民小组以及刘家
山村民小组均属征地拆迁范围，大部
分农户已签订协议拆除旧房并外迁，
该区域基本无人居住，但村民投诉的
垃圾问题的确存在。

该区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根据现场调查，倾倒的垃圾主要为
沙浆、建筑垃圾（系弃土和页岩）、装修
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现场也能明显
闻到异味。针对村民反映的污水排放
至麻柳河问题，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
作人员已对场内地表水进行采样监
测，铜、锌、铅、镉、六价铬等指标均未
检出。

7月22日，永川区组织人员对该
区域内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回收利用，
并调配大型挖机、推土机、渣土车把违
规倾倒的混合垃圾转运至永川城市垃
圾处理厂进行处理。对于征地拆迁后
旧房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工作人员
也进行了清理归顺，并在公路沿线用
纱网作了覆盖以控制扬尘。

“为防止外来垃圾再次进入，我区
还派专人对出入两个村民小组的3条

主要道路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该
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全区将加强对
已征地拆迁区域的管理，以点带面严
厉打击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同时加强
巡查防控力量，由住建、城管、环保、公
安等相关部门组建联动防控体系，切
实形成全覆盖、零死角的管控合力，实
现垃圾处置常态化管理。

违规宰杀点被拆除

在永川区来苏镇拱桥村，有村民
反映：当地居民严某经营的杀鸭铺每
天半夜杀鸭，噪声严重影响居民休

息。此外，该杀鸭铺杀鸭产生的废水
直接排放至临江河，烧煤产生的煤烟
也对周边村民生活产生影响。

知悉该投诉后，来苏镇政府牵头
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进
行核实。经调查，该杀鸭铺是村民严
某将自家猪圈改建而成的临时畜禽宰
杀点，主要用于鸡鸭宰杀，平均每天宰
杀量为30只左右。该宰杀点作业时
间为每天凌晨3至5点，宰杀好的鸡
鸭皆被运至来苏农贸市场进行销售。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该宰杀
点并未向任何单位报批、报备和取得

相关手续，设施简陋，产生的废水经沉
渣池排入自建的沼气池内，然后流入
面积约500平方米的消纳池塘内，并
未直接排放至河道。

7月17日上午，来苏镇政府向严
某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拆
除违规建设的宰杀点，并于当天下午
现场对严某杀鸭铺拆除事宜进行督
办。次日上午，该杀鸭铺已拆除完毕。

责令豆干厂停业整改

近日，有永川居民反映：在南大街
绢纺厂往黄瓜山方向，有两家豆干厂
排放污水和煤烟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
绍，根据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结果，两家
豆干厂仅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
《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证》，并未完善环保相关手续。其泡豆
及蒸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只是经过
简单收集沉淀后，直接经原重庆永川
绢纺厂雨水沟排入外环境，并未达到
排放标准。

据此，永川区生态环境局已向涉
事豆干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排污行为，
在未取得相关环保审批手续期间不得
恢复生产。所在街道办事处也联合永
川区供电局对涉事豆干厂实施了断
电，要求其拆除全部生产设备，并对原
材料清仓，防止其继续违法生产。不
仅如此，该街道办事处近期还在辖区
内对同类企业作了宣传教育，要求相
关企业规范经营秩序，禁止类似小作
坊的再生产，确保辖区内不再有排放
污水和煤烟扰民的情况发生。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3件环境问题投诉

永川全力整改 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记者 杨艺）7月31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2019年“创客中
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
启动报名，相关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
（www.cnmaker.org.cn）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指导，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
办。大赛以“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
配置资金链”为主题，旨在发掘和培育
一批“双创”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催生
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为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

新发展。
为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本次大赛设置较低进入门槛，除基本条
件外，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
创新、整合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团
队和个人均可参赛。

奖励方面，大赛的获奖优秀项目
不仅将获得“创客中国”全国总决赛参
赛权，更有机会获得最高10万元大赛
奖金，最多50万元风投奖补。同时，
本次大赛更有落户支持、投融资支持、
培训辅导、市场开拓等多维度政策扶
持。

重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获奖者最高可获10万元奖金

永川区对青峰镇胡豆坪村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永川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陈波）强国必强军，军强则
国安。我市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展
开，应征报名有哪些要求？征兵进展情况如何？
征兵政策有哪些调整？参军入伍有什么益处？7
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带着广大适龄青年及家长
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专访了市征兵办公室主任、
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南小冈少将。

南小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青年是
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
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中国梦蕴含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今年
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
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青年怀壮志、立功正当时，
市征兵办真诚欢迎各位莘莘学子、时代骄子积极
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共赴强军新征程，共筑
强国新梦想。

继续加大大学生征集力度

重庆日报：南副司令员您好！首先请您介绍
下今年我市新兵征集对象及范围。

南小冈：今年我市新兵征集对象全部为高中
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适龄青年，优先征集大学学历
青年。其中，男兵征集对象为今年满18至22周
岁的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青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可以放宽至24周岁，
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17周岁的高中毕业生
入伍；女兵征集对象为今年年满18至22周岁的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17
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入伍。

重庆日报：征集对象上有什么优先政策吗？
南小冈：近年来，为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

需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不断加大大学生征集
力度，提高兵员征集质量。我市2018年大学生征
集人数达到新兵总数的66%，大学生士兵已经成
为我市新兵征集的主体力量。今年，市征兵办将
继续加大大学生征集力度，重点征集大学毕业生、
本科生和重点高校学生，开通大学生尤其是大学
毕业生入伍绿色通道，不断优化我市兵员学历构
成，更好地满足备战打仗需要。各区县凡考评合
格的大学生应征青年未定完兵前，不得批准高中
学历青年入伍。此外，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
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批
准入伍；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
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批准
入伍。

有志青年可算好“三笔账”

重庆日报：目前全市征兵进展情况如何？
南小冈：目前，应征报名进入最后阶段，全国

征兵网将于8月5日18时截止报名，各区县正逐步
展开体格检查、政治考核，8月底前，将组织完成新
兵役前教育训练和预定兵，全市从9月10日起交接起运新兵，至9月30日结束。

重庆日报：我市对参军入伍士兵有什么优惠政策？
南小冈：市委、市政府和警备区高度重视和关心关爱军人群体，近年来出台了

有关经济奖励、扶持就业、保障就学等方面的“十七条”优惠政策，希望广大有志青
年算好“三笔账”，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终身受益、发展上大有可为、经济上待遇从
优，前期我们已经组织市级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大家可以关注。此外，我
们还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对征兵工作提出的“常态运行、创新政
策、提高质量”三大核心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档增速，积极协调军地职
能部门集智攻关，为广大适龄青年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政策和更多的关怀。

廉洁征兵 严格定兵

重庆日报：今年征兵工作在践行主题教育上有什么举措？
南小冈：今年我市将廉洁征兵、严格定兵作为征兵工作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践行动。在廉洁征兵上，将所有征接兵工作人员全部纳入监
管体系，层层签订责任书、发放监督卡、聘请监督员、实行零报告，坚决做到零容忍
态度不变、猛药去疴决心不减、严厉惩处尺度不松。在严格定兵上，通过规范新兵
役前训练、改进征兵体检办法等举措严把新兵身心素质关，规范定兵流程，择优定兵，
阳光定兵，确保公正、公开、透明。在此，也请广大关心和参与征兵工作的社会群众监
督我们的工作，共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征兵环境。

重庆日报：今年我市在征兵工作上还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南小冈：一是首次向全市各高校下达大学生征集指导比例，下一步还将纳入征

兵命令进行明确，进一步提高高校工作积极性，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二是制定出台了加强和改进征兵体检工作的措施办法，规范了病史调查、集
中体检以及抽查复查的组织实施流程，进一步加大新兵身体素质把关力度；三是今
年我市将实行征兵被装精确保障，为每名新兵“量体裁衣”，确保新兵刚入伍就穿上
合身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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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忘不了的起床号，忘
不了的战友情，忘不了的军民鱼水情。
7月31日，在建军92周年来临之际，江
北区举行了“退役军人、双拥人物”先进
事迹报告会。

报告会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薛方
全、战斗英雄李东江、军转干部周业伟、
全国人大代表马善祥等人讲述了各自

退伍后的工作事迹，他们以实际行动书
写了“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精彩
人生，传递了勇担重担、无私奉献的军
人精神。

据了解，江北区在退役军人事务管
理方面加快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
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大退役军人
权益维护工作力度，“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逐渐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江北举行“退役军人、双拥人物”
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 市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