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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齐发！2020年“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热力来袭

2020年“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今年大赛由“区域赛”

“新材料专题赛”“消费品设计专题赛”以及“微
企大赛”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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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可获10万元奖励。

四赛齐发，各有聚焦

2020年“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指
导，市经信委主办。区域赛由市经济信息委

主办，着力发掘和推荐本市创新能力较强、
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创客团队。
新材料专题赛由“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秘书处办公室和市经济信息委、长
寿经开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围绕中小企业发
展热点、难点问题，聚焦新材料行业的实体
经济和制造业企业以及和新材料行业领域

关键技术。消费品设计专题赛由“创客中
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秘书处办公室和
市经济信息委、巴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着眼于当下消费升级的新场景进行创作和
设计，以文化创意和工业设计赋能重庆市消
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微企大赛由市经济
信息委主办，着力发掘和推荐本市创新能力

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微型企业。

最高10万元，奖补丰厚

区域赛和新材料专题赛的企业组和创
客组，企业组一等奖奖金10万元、二等奖奖
金6万元、三等奖奖金3万元、优胜奖奖金1
万元；创客组一等奖奖金 5万元、二等奖奖
金3万元、三等奖奖金2万元、优胜奖奖金1
万元。微企大赛设立“创业之星”“创新之
星”“成长之星”，单项奖和一等奖奖金5万
元、二等奖奖金3万元、三等奖奖金2万元、

优胜奖奖金1万元。
同时，获奖项目还将获得落户支持、投融

资支持、培训辅导、市场开拓等多项支持。另
外，获奖的重庆企业和创客在参赛前一年至
参赛后一年的时间内获得风投机构投资的，
按照所获得风投机构投资总额给予企业一次
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目前，“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正在面向全重庆广泛招募。欢迎
进入大赛官网（www.cnmaker.org.cn），了解
更多奖金和奖励政策，报名参赛。

李文婷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天华，你腿没得啥子噻？”68岁的盘火
英忍不住又问了一次。

“没得事，妈，你放心嘛。”电话中，罗天华
兴奋地告诉母亲，“昨天发钱了，再过不久就
能把我们家欠的钱都还了。”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不然你的腿
就完了。”

这是8月5日罗天华母子之间的对话，
此时的罗天华正在西藏打工。母亲口中念叨
的腿是怎么回事？

患上股骨头坏死
他又成了贫困户

今年38岁的罗天华家住荣昌区安富街
道石燕子社区。8月4日上午，当重庆日报记
者走进罗天华家时，他下了夜班的妻子正在
睡觉，一双儿女在客厅看电视，风扇呼呼地

“摇着头”。

闻讯赶来的盘火英连忙放下手里装草的
笼子，咧嘴一笑：“你们快坐啊！我刚刚去喂
了兔子，现在家里还有20多只母兔，能生崽
儿换钱嘞。”盘火英满脸笑意，而去年这个时
候，她还在为儿子罗天华的腿病犯愁。罗天
华从十几岁起就到广州打工，2016年他觉得
髋部有点疼。起初罗天华没在意，以为是扭
了，结果却越来越疼。经当地医院诊断，罗天
华患的是股骨头坏死。

罗天华懵了。他也想过做手术，可七八
万元的手术费，让他打消了治病的念头。“那
时我又没医保，老婆还怀着二娃，老大刚上小
学，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治病。”罗天华回忆
道。

可腿越来越疼，疼得罗天华连路都走不
了。病急乱投医的他找了各种偏方，但偏方
并不便宜，每次都要两三千元，吃了不仅病没
有起色，反倒让他欠了一屁股债。这一年，罗
天华返贫，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盘火英背地里不
知道抹了多少回眼泪。

多重医保
动手术他只花了不到5000元

“罗天华的腿还有救，去区人民医院动

手术吧。”2019年，安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胡传君成为罗天华的家庭签约
医生，在上门随访时，胡传君再次建议罗天
华手术，并给罗天华宣传了多重医疗保障
政策。

胡传军的一席话让罗天华看到了希望。
当年4月23日，罗天华住进了荣昌区人民医
院，被确诊为“双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5
月2日，罗天华术后出院。

记者在住院清单上看到，罗天华治疗共
花费 43691.04 元。其中，医疗保险报销
24595.47 元、大额补充保险报销 1102.15
元、民政救助补贴8316.31元、健康扶贫基
金补贴 1981.41 元、精准脱贫基金补贴
1096.91 元。报账后，罗天华自己需支付
6000多元。

“因为罗天华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多
重医疗保障政策，医院还会托底，为他承担超
出自付10%之外的费用，所以罗天华最终只
花了4300多元。”胡传君说。

重新外出打工
一家人脱贫有望

“腿好了，就有希望了。”腿痊愈后，罗天
华开始重新谋生路。在安富街道办事处精准

扶贫小组的帮助下，他贷款5万元，养了100
只兔子，还种植了玉米、花生等作物。

今年4月，罗天华萌生了重新外出打工
的念头。当时，听说有同村村民在西藏务工，
收入不错，他便跟了去。“多亏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我们一家人总算要熬出头了。”盘火英
对未来充满希望。

罗天华正是我市多重医疗保障政策的受
益者之一。“为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我市建立健全了‘三保险’(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商业补充保险)‘两救助’(医疗救助、疾病
应急救助)‘两基金’（扶贫济困医疗基金、健
康扶贫医疗基金）的多重医疗保障体系。”市
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处长袁礼文说，在市
级保障基础上，各区县也结合实际设立了救
助资金，通过多种方式减轻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医疗负担。

据统计，自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以来，我市
累计有133.99万人次享受多重医疗保障政
策，初步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袁礼文
介绍，目前我市已实现贫困区县村村都有卫
生室和村医，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应
保尽保”。截至6月底，全市贫困人口住院费
用自付比例为 9.66%，重病兜底保障率达
100%，做到了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
保障。

多重医疗保障政策让罗天华重新站起来——

一个贫困家庭的四年变化

8月6日，北碚区，建设中的蔡家
嘉陵江大桥主桥墩已见雏形，南北引
桥已开始浇筑施工。

截至 7 月底，蔡家嘉陵江大桥累
计完成主塔施工 211.5 米，已完成两
岸主墩下塔柱施工。该桥是连接蔡
家、礼嘉的重要通道，对进一步完善
主城路网结构、改善道路交通状况、
缓解渝武高速交通压力具有重要作
用，计划2021年建成。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蔡家嘉陵江大桥
进入塔梁同步施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
天杰）7月31日，本报9版以《五道禁停标志
管不住车辆乱停乱放》为题报道了渝中区
下罗家湾消防通道被占一事，引起当地高
度重视。8月5日，上清寺街道召集辖区交
巡警、消防、城管等部门举行现场会，就消
防通道整治问题面对面听取居民建议。

现场会上，居民们争相发言。在下罗
家湾二巷生活了49年的张继清婆婆说，开
展消防通道整治以来，下罗家湾乱停车现

象有所好转。特别是白天有交巡警执法
时，乱停车的人较少，但晚上会反弹。张婆
婆说，下罗家湾附近都是老旧小区，没有规
划车库。希望政府加大消防通道整治力度
的同时，合理规划停车位，尽力满足附近居
民停车需求。

“能不能在下罗家湾消防通道和学田
湾正街交界处设置控制车辆出入的栏杆，
防止乱停乱放？”在下罗家湾48号生活了

38年的黄维刚爷爷认为，想要居民完全自
觉遵守规定有一定难度。

听取居民建议后，上清寺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黄中强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商讨落
实居民提出的设置车辆出入栏杆、在合适
区域划定停车位、安装违停抓拍摄像头等
建议。同时，与周边单位协商，在下班后，
让出部分空出的单位车库位置，供辖区居
民晚上停放。

黄中强还透露，街道通过走访发现，距
离下罗家湾几十米的位置，一处废弃中未
完工的地下停车库，有100余个停车位。如
果建成投用，可极大缓解这一片区停车难
的问题。

出席现场会的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梅世兵也表示，将
严格执法，增派民警加强路段巡逻特别是
夜间的巡逻，解决消防通道被占问题。

多部门联合商讨下罗家湾消防通道被占问题
居民建议设置车辆出入栏杆、安装违停抓拍摄像头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今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
始实行为期10年的禁渔，其中包括违规垂
钓。7月，全市启动为期3年的打击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专项行动。但重庆日报记者连
续多日走访发现，仍有人置禁令于不顾，在
江边违规垂钓。

8月2日正逢周末，记者19时来到江北
区宏滨路石门码头。只见一排排钓鱼竿沿
江岸摆开，十几个垂钓者带着钓鱼竿、水桶、
小板凳坐在江边钓鱼。记者注意到，垂钓者
一人多杆现象普遍，最多的一人架起4根鱼
竿。只见他们把鱼竿排列摆放在一旁，用支
架或电瓶车等物体做支撑，自己则坐在小板
凳上玩起手机。此外，还有人手持网竿在江
边用力捕捞。

一名垂钓者告诉记者，他知道禁渔期规
定，但一人一杆钓到鱼的机会很少，只能是
打发时间。用4根竿钓鱼的人见记者询问，
支支吾吾地说自己不清楚禁渔规定，之后不
久便收起鱼竿离开了码头。

8月3日21时，记者来到南滨路海棠烟雨
公园，看到这里的江边坐了不少垂钓者，约有
一二十人。他们纷纷把鱼竿架设在江边护栏
上，记者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人竟架设了9根
竿，还有人使用灯光照射等方式诱鱼。

记者随后分别拨打023-67995595重
庆渔政部门举报电话和96016南岸区服务
热线反映情况，两个机构都表示，将立即安
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处置，或转交相关部
门处置。不过，截至21时40分记者离开

时，并未看到有工作人员前来现场处置。
不过，也有垂钓者自觉遵守禁渔规定，

严格执行一人一杆。“长江禁渔，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何乐不为呢？”一名垂钓者说，今
后发现违规垂钓者，将向有关部门举报。

8月4日上午，记者接到南岸区农业农
村委工作人员电话称，3日晚已派人到现
场对违规垂钓者进行劝阻和教育，如果再
次发现将没收渔具并罚款。该工作人员
称，按农业农村部的要求，娱乐休闲性质的
垂钓不会被禁止，但严格限定了钓具、钓法、
钓饵。钓具数量原则上要求一人一杆、一
钩，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
间内使用船艇、排筏等水上漂浮物进行垂
钓。渔获物的品种、数量、规格也有规范，
禁止垂钓渔获物上市交易。下一步有关部
门将经常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宣传，加强
宣传引导和监督。

禁渔后 江边仍有人违规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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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8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巴
南区教委获悉，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教师从教行为，
巴南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制定了《巴南区中小学教师师德
负面清单（试行）》，对全区中小学教师规范师德行为提出具
体要求。工作时间玩手机、虐待伤害学生、着装不得体、推
销教辅资料、参与有偿补课、违规招生等行为被明令禁止。

据了解，该负面清单列出了20条师德负面行为，主要
包括：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工作时间做炒股、打游戏、玩手
机、网络购物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
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随意让学生停课、回家反省；强迫
或变相强迫学生转学、退学；讽刺、挖苦、歧视、侮辱学生，虐
待、伤害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管理、评价中违反教
育规律，不公平公正对待学生。

清单还明确，中小学教师不得以各种形式或巧立名目
向学生乱收费；不得违规有偿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图书报
刊、社会保险等，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不得利用职务
之便，如分班、调座、评先评优、选任班干部等，索要、收受学
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
休闲等活动。不得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
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组织、参与违规招生、有偿
招送生以及其他针对学生的营利性活动。未经学校同意，
不得擅自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培训辅导、郊游参观、拓
展训练等校外活动等。

此外，巴南区教委还详细规定了这一清单的适用范围、
处理办法、主体责任等细则，划定处置情节，严格师德违规
惩处。

巴南区制定
中小学教师师德负面清单

工作时间玩手机、参与有偿补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获
悉，我市部分院团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于本月
推出“红梅花开——纪念江姐诞辰一百周年重庆市歌剧
院少儿声乐音乐会”、话剧《我和我的哈姆雷特》等多场
线下演出，回馈广大市民。

据介绍，“红梅花开——纪念江姐诞辰一百周年重庆
市歌剧院少儿声乐音乐会”将于8月14日、15日晚在重庆
市歌剧院举行。届时，来自重庆市歌剧院红梅朵朵少儿
剧团的演员们将为市民带来《共产儿童团歌》《只怕不抵
抗》《红星歌》《卖报歌》《长城谣》《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等多首经典歌曲，并通过合唱《红梅赞》，表达对以江
姐为代表的红岩先烈的崇敬之情。话剧《我和我的哈姆
雷特》则将于8月21日、22日晚在解放碑魁星楼拾楼小剧
场上演。届时，来自重庆市话剧院的演员们，将为观众演
绎哈姆雷特的故事。

此外，由于疫情尚未过去，演出现场也将继续施行严格
的疫情防控措施。剧场将采取间隔入座的方式，整体上座
率控制在30%以内。此外，所有演出将实行实名售票，观
众在入场前，除了须佩戴口罩并接受体温检测，还须向工作
人员出示渝康码或惠游码。

重庆8月将举行多场线下演出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
日，我市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启动为期半年的建筑渣土运
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这是重庆日报记者从8月4日在市
城市管理局召开的中心城区渣土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指
挥调度会上获悉的。

2020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决胜
之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
蓝天保卫战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市城
市管理局制定印发《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持续深化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切实加强城市管理领域大气污染防
治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渝城管局〔2020〕88号），并联合
相关部门制定印发《中心城区建筑渣土全过程监管工作实
施方案》（渝城管局〔2020〕91号），安排部署2020年重庆市
城市管理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据悉，我市开展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是为了进一步治理
建筑渣土运输车辆冒装撒漏、违规倾倒、车身不洁等问题，
规范管理中心城区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装载、运输、处置行
为，遏制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违规危害城市环境的现象。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按
照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原则，聚焦建筑渣土产生、运输、
处置三大环节，依法依规重点整治七大违法违规行为：一
是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车身不洁；二是建筑渣土运输车辆
车体损坏严重；三是建筑渣土运输车辆未冲洗干净、带泥
上路驶入城市道路；四是建筑渣土运输车辆未办理《重庆
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五是建筑渣土运输未有效密闭
或未采取密闭措施造成飞扬、泄漏、撒落污染道路；六是
建筑渣土运输未按核准时间、线路运行和规定地点倾倒；
七是施工单位将建筑渣土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
筑渣土运输单位处置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分为动员部署（8月9日前）、全
面排查（8月10日-8月23日）、集中整治（8月24日至12月
31 日）、总结提升（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等4个阶
段。行动结束时，我市将梳理出需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
日常监管工作制度，健全完善建筑渣土运输车辆管控长效
机制制度。

中心城区启动建筑渣土
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七大违法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