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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桐语）12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全市农民工工作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今年，我
市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入推进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加大东西部劳务
协作力度，全市回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
业33万人。

今年以来，我市农民工工作围绕

“保支付、稳就业、增和谐”，加大根治
欠薪力度，大力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
创业，不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如，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方面，我市
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入推进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开展农民工专
场招聘会等，加大东西部劳务协作力
度，全市回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33
万人，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36万人，返乡创业经济实
体 38.4 万户，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
172.3 万人，全市农民工总量稳定在
820万人左右。

此外，我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的“两金三制”等核心制度也在稳步推
进，“治欠保支”实现了“三升三降”的
显著成效。“三升”：即农民工实名制、
工资专户制、银行代发制三项制度覆

盖率分别达到99.9%、99.4%、99.0%，
较2018年分别增长0.9个百分点、4.4
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基本实现全覆
盖；“三降”：即全市接受处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数、涉及人数、涉及金额较
2018年同比分别下降60.8%、83.4%、
85.3%。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元旦春节临近，市人社部已部署开展
冬季攻坚行动，要求集中发力，重拳出
击，聚焦解决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
权益。

重庆今年回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33万人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桐语

“渝利线k1592+500米处有人翻
越护栏，请堰桥地方岗亭尽快处理。”日
前，在长寿北车站派出所视频监控指挥
中心的大屏幕上，传来了渝利铁路段的
实时监控画面。民警通过4G对讲手
机发出指令后，巡防人员马上赶到了事
故地点并将嫌疑人挡获。

“我已经将嫌疑人照片上传至钉
钉。”

“好的，收到！”
12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通过现

场视频回放看到，这场“行人”翻越铁路
围栏的险情不到两分钟便被排除了！

如此高效地解决铁路安全问题，这
得益于长寿区最新使用的智能联防系
统。该系统将GPS定位、上传现场图像
视频功能的4G对讲手机、钉钉系统、奥
维地图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有机结合，全
面实现巡防队员工作勤务可视化、多部
门联动处置一体化、防范涉铁风险实时
化，同时通过健全完善路地协同机制，
极大提升了护路巡防工作效率。

24小时无间断“天眼”防控

“这样的高效率在我区铁路护路安
全工作中已成为常态。”长寿区委政法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至今，该区
铁路线路危行案事件零发生、铁路交通
事故零发生、涉铁矛盾零上交。

长寿区是重庆陆路的重要交通枢
纽，渝万、渝利、渝怀、渝涪二线4条国
网铁路穿城过境，铁路运营里程达120
公里；更有渝巴铁路、重钢铁路、中石化
川维铁路等3条企业铁路专用线，涵盖
了高速铁路、快速铁路、普速铁路、企业
专线等多种类型，各类涉铁安全隐患、
矛盾纠纷等较为复杂。

与此同时，漫长的铁路线还面临着
人力分配的重大压力。重庆日报记者
了解到，在长寿区铁路安全护路战线
上，每天进行铁路安全巡线的护路队员
有180余人，但“人防+物防”的传统模
式依然存在不少漏洞。

“现在，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引
入使用，我们区的铁路安全管理体系已

趋于完善，最大程度地提升了防卫效
率。”该负责人说，今年8月，长寿区先
后在渝怀、渝利铁路沿线安装102个带
有区域入侵侦测和自动报警功能的高
清视频监控镜头，实现了24小时无间
断“天眼”防控。

把铁路安防的不可控变成可控

长寿北车站派出所所长龙晓亮介
绍，在现行视频监控系统的帮助下，该
所还可以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来合理
安排警务，这减轻了警方出警的压力。

“以前的系统，每个摄像头轮流巡
视一遍都要很长时间，还总会漏掉各种
情况！”龙晓亮说，而现在，系统新设了
自动报警功能，在有突发情况出现时会

直接弹出窗口，提醒执法人员及时处
理，这相较于以往更加具有针对性，将
铁路安防的不可控变成了可控。

“这种防入侵报警系统摄像头自带
人体侦测算法，能够识别画面中的人
员。”龙晓亮解释说，一旦行人、大牲畜
跨越电子围栏，视频监控镜头会现场自
动播报“警戒区域、尽快离开”语音报
警，警示相关人员离开、提醒周边队员
前往查看处置。

同时，铁路视频监控指挥中心视频
巡查专用电脑还会自动弹出报警框和
语音信息，执勤人员将第一时间查看报
警视频回放、迅速处置。另外，视频监
控接入渝怀、渝利沿线的 6个镇（街
道），镇（街道）护路工作人员也可第一
时间收到报警提醒并进行操作处置。

据统计，今年以来，通过防入侵智
能报警系统，长寿北站铁路派出所已处
理6起相关警情，其中2人因破坏铁路
设施被行政拘留。

为护路联防队员配备4G对讲手机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截至目
前，长寿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先
后为渝万、渝利、渝怀铁路护路联防队
员配备了92台4G对讲手机，通过其多
线传输功能，实现了实时呼叫、实时指
挥，还可以实时上传警员巡逻的行动轨
迹，能够更好地对队员进行监督。

借助奥维地图强大的标注与分类
功能，该系统将长寿区1个铁路派出
所、2个警务区、4个车站、14个货场、41
个护路岗亭及铁路沿线279个桥梁隧
道、31个学校及其他重要点位全部进行
基础信息标注，实行数据同步共享。

该负责人表示，正是通过坚持走科
技化、信息化发展之路，长寿区做到“视
频监控全覆盖、普速铁路建监控、智能
报警先启用、护路全天不断档、路地协
作最紧密”，有效防范化解辖区各类涉
铁安全稳定风险。

长寿区利用智能手段有效防范化解涉铁安全稳定风险

两 分 钟 内 消 除 铁 路 险 情

长寿北车站派出所指挥中心。 记者 黄乔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16
日，“金佛山·福南川”粤港澳大湾区旅
游推介会在广州举办，并对粤港澳大湾
区各城市的市民推出免收金佛山景区
门票的优惠政策。

本次活动旨在彰显南川生态自然
之美，凸显南川旅游资源优势，让粤港
澳大湾区的更多市民走进重庆南川，走
进金佛山。

现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

南川区文旅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南湖国
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旅行
社与重庆山水公司签订了旅游合作
协议。

据介绍，即日起至2020年 12月
15日，凡到金佛山旅游的粤港澳大湾
区各城市的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免
收金佛山景区门票。

南川赴粤港澳大湾区推介旅游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2月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铜梁区获悉，第二
届重庆铜梁中华龙灯艺术节将于2020
年1月2日（腊八节）启幕，并持续至2
月24日。期间，国内外观众可欣赏到
璀璨绚丽的中华龙灯秀、铁水流星的铜
梁火龙表演等。

除了龙灯布展，在铜梁区职教中
心，龙灯艺术节的参演人员舞动着十

余条巨龙，正在紧张训练中。2020年
1月2日晚，第二届重庆铜梁中华龙灯
艺术节开幕后，铜梁又将变身“灯的海
洋”，各方游客可来观龙灯、赏龙舞，过
一个喜庆的春节。

在龙灯节期间，铜梁区还将开展原
乡风情大舞台“非遗”民俗文化展演活
动，汇聚了14种龙舞、龙灯节目和30
个民间综合类节目。

第二届铜梁中华龙灯艺术节腊月初八启幕

打雪仗打雪仗
▶12月19日，

游客在黔江区八面
山赏雪。当天，受
冷空气的影响，黔
江八面山、灰千梁
子、三塘盖、麒麟盖
等高山地区降下今
冬第一场雪，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往赏雪。

特约摄影 杨敏

降瑞雪降瑞雪

▶12月19日，
巫山县公路局养路
工人在除雪。为消
除冰雪天气道路安
全隐患，巫山县公
路 局 出 动 3 台 车
辆、近30名养路工
人，在辖区内海拔
1300 米 左 右 的 冰
雪路段及服务区、
观景平台清除积
雪，以确保道路安
全畅通。

通讯员 王忠
虎 摄

保畅通保畅通

◀ 12 月 19
日，游客在万盛石
林镇茶园村南天
门打雪仗。受降
温影响，万盛经开
区海拔 1000 米以
上的地区出现了
大范围降雪。

通讯员 王
泸州 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根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9〕2号），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9日公布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
清单，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
二次排除部分商品，自2019年12月26

日至2020年12月25日，不再加征我
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
征关税不予退还。第一批对美加征关
税的其余商品，暂不予排除。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
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适时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
除清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
者 高亢）工业和信息化部19日发布
《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第一
批）通报》，41款APP因存在违规收集、
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被要求限期
整改。

据了解，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要求，工信部按计划、分阶
段、稳步推进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企业的
高度重视，在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自查自纠阶段，共
有8000多款APP完成整改；在监督检

查阶段，工信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各大应用商店APP进行检查，并对发
现存在问题的百余家企业进行了督促
整改。

工信部通报显示，截至目前，尚
有 41款APP存在违规收集、使用用
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限、
为用户账号注销设置障碍等问题，其
中包括 QQ、QQ 阅读、新浪体育等
APP未完成整改。工信部要求涉及
企业应按要求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
APP整改落实工作。逾期未整改的，
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
置工作。

工信部公布41款侵害用户权益APP
包括QQ、QQ阅读、新浪体育等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
者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
表示，中方赞赏葡萄牙领导人就澳门回
归中国20周年的积极表态和对中葡关
系的美好期待。中方愿同葡方一道，继
续推动中葡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近
日，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总理科斯塔分
别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和向
媒体发表声明的方式，表达葡方对澳
门回归中国20年来取得的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和“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
践的高度赞赏，表示相信葡中关系将

继续成为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国
家和谐共处的独特范例，澳门将继续
为葡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中方赞赏葡萄牙领导人的上述积
极表态和对中葡关系的美好期待。”耿
爽说，澳门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全面贯
彻落实，澳门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举世瞩
目。中葡双方基于友好和互信妥善解
决澳门问题，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示
范。中方愿同葡方一道，继续推动中葡
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外交部：

赞赏葡萄牙领导人
就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的积极表态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市商务
委12月19日发布消息，我市近日将投
放万余吨储备猪肉。12月22日开始，
主城九区市民可在设立“政府储备冻猪
肉投放点”的超市，以22元/斤的零售
价格购买。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元旦、
新春将至，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对我市
部分储备冻猪肉进行有序投放，以增加
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秩序。

按照计划，2019年 12月 22日至
2020年1月31日，我市将向主城九区

市场投放5000吨政府储备冻猪肉。投
放品种为Ⅱ号肉（前腿精瘦肉）和Ⅳ号
肉（后腿精瘦肉），市商务委等相关部门
将采取团体采购和市场零售两种方式，
将储备冻猪肉直接投放到团体食堂、市
民等终端消费群体。团购和超市零售
价均为22元。当市场精瘦肉零售价格
涨跌超过20%时，市政府将适当调整
储备冻猪肉投放价格。

其中，团体采购经当地商务主管部
门审核备案后，由消费者在指定承储企
业——重庆海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购

买。市场零售方面，永辉、新世纪、重客
隆和家乐福4家超市的109个门店将
设立“政府储备冻猪肉投放点”，市民可
前往这些超市门店购买。

除了向主城九区投放政府储备冻
猪肉外，我市还将安排6000吨政府储
备冻猪肉保障远郊区县猪肉市场供
应。远郊区县根据当地猪肉市场供需
情况，自行安排区县级储备冻猪肉投放
工作。如市场供应紧缺仍有需求，可申
请市级储备投放。

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期间，市商务

委还将组织永辉、重百新世纪、家乐福和
重客隆等大型超市加大牛肉、羊肉、鸡肉、
鸭肉、兔肉、鱼类等替代品供应，满足市
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减轻猪肉供应压力。

政府储备肉是指政府用于应对重
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动物疫情
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引发市场异常波动
和市场调控而储备的肉类产品。我市
在8月底建立了数量充足、质量良好的
冻猪肉储备。此次投放的储备冻猪肉，
检验结果均达到《GB/T9959.2—2008
分割鲜、冻猪瘦肉》等国家标准。

22元/斤 上万吨政府储备冻肉22日开售
市内永辉、新世纪、重客隆和家乐福4家超市的109个门店均可购买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18 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由民主党人掌
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18日表决通过两
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正式指
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成
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
总统。

在议员们数小时“舌战”后，众议院
当晚举行全院表决，首先以230票赞
成、197票反对、1票出席的结果通过滥
用职权弹劾条款，随后以229票赞成、
198票反对、1票出席的结果通过妨碍
国会弹劾条款。

两次表决中，民主党人总体保持团
结，仅个别议员投反对票，1人两次投
出席票；共和党人则“铁板一块”，无人
投赞成票；唯一一名独立派议员均投赞
成票。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
表决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天
对“美国宪法来说是个好日子，但对
美国来说却不是”。正在密歇根州出
席政治集会活动的特朗普在讲话中
炮轰民主党人和针对他的弹劾案，称
赞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表决中展现的
团结。

特朗普弹劾案接下来将进入由共
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审理阶段，须有至
少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特朗
普定罪和罢免。参议院预计明年1月
开始审理弹劾案。各方普遍预计，弹劾
条款难以在参议院通过。

18日众议院辩论期间，有美国民
众聚集在国会大厦外表达立场。弗吉
尼亚州的泰丽·沃特斯对新华社记者
说，尽管弹劾案结局缺乏悬念，但她依
然支持弹劾特朗普，因为后者行为不
当。马里兰州的汤姆·库尔策亚则认为
弹劾案根本站不住脚，但他承认，华盛
顿政治斗争正在伤害美国。

佩洛西9月24日宣布启动众议院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等随后就特朗普被指寻求他国帮
助调查政敌一事展开调查。但白宫认
为弹劾案不合法、过程不公平，一直拒
绝配合。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副总统和所
有公职人员因“叛国、受贿或其他严重
罪行和不检行为”遭弹劾并被定罪时，
须予以免职。美国宪法还规定，国会众
议院独握弹劾权，弹劾案审理权则在参
议院手中。

特朗普遭美国会众议院弹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