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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
玉英）9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
康委获悉，石柱县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四面山镇等32
个乡镇被命名为国家卫生乡镇。截至目
前，全市国家卫生乡镇（县城）共65个，其
中，国家卫生县城10个、国家卫生乡镇55
个，建成率为7.8%，超额完成《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
提出的“到2020年，国家卫生乡镇（县城）
数量提高到全国乡镇（县城）总数的5%”的
目标任务。

据了解，创建卫生城镇是爱国卫生工
作的重要抓手，卫生城镇创建涉及城镇建
设与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按照国家卫生
城镇相应的标准要求，主要包括爱国卫生
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市容环境
卫生、环境保护、重点场所卫生、食品和生
活饮用水安全、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等8个方面内容。市卫生健
康委爱卫处处长李彤介绍，在卫生城镇日
常管理上，我市采取区县自查、市级抽查、
群众监督等手段，严格落实卫生城镇退出
机制，让卫生城镇实现长效管理。

14日上午，记者来到此次新增的国家
卫生乡镇之一，巴南区木洞镇。该镇农贸
市场被整齐地划分为“蔬菜分区”“猪肉分

区”“水产分区”“自产自销分区”等区域，
地面干净整洁，也没有异味。“以前这里是
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也没有下水道，只
有臭水沟，有时还能看到老鼠。”木洞镇农
贸市场猪肉摊主刘盼盼说，如今怕里变了
样。

据木洞镇党委书记万耀东介绍，自
2017年开展创卫工作以来，该镇对农贸市
场进行了标准化改造，水泥地全部铺上青
石板，排水沟加盖钢格板，每半个月左右进

行一次清理，并对摊位进行了更加合理的
布局。此外，木洞镇的老旧社区较多，单体
楼有200栋左右，以往废旧的生活物资如
旧沙发、床垫等全部堆在楼道内。“创卫过
程中，我们对这些废旧生活物资进行了清
理、转移，楼道变干净了，居民也不再随地
吐痰、乱扔垃圾。”万耀东说。

截至目前，我市已经建成国家卫生区
13个，建成率48%；国家卫生县城10个，建
成率 83%；国家卫生乡镇 55 个，建成率

6.7%。目前正在接受国家技术评估的国家
卫生区7个，今年内国家卫生区可达20个，
建成率74%。

石柱县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
重庆目前已有国家卫生县城10个，国家卫生乡镇55个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

“不点这么多，包房就订不了，只有比
着最低消费凑单。”到餐厅或酒店吃饭想订
包房，大多有最低消费这一门槛。虽然人
们对最低消费司空见惯，但早在2014年，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联合颁布了《餐
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禁止
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调查了我
市多家酒店、餐厅、饮品店，发现依然有不

少餐饮店设置了最低消费，由此也助长了
一些浪费现象产生。

顾客
为凑最低消费猛点餐

9月13日，记者在南岸区一家网红咖
啡厅看到，部分桌子上的饮料、糕点和零食
在顾客离开后还剩有一半以上，一些蛋糕
甚至没有动过。“这个饮料不好喝，喝不完，
我们主要是为了来‘打卡’拍照。”来自成都
的刘小姐和几个闺蜜来重庆旅游，她说，他
们慕名来到这家咖啡厅，但去拍照必须达
到39元的最低消费。

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有不少这样的
咖啡厅。这些餐厅基本都设有最低消费，
而顾客的消费目的多是为了拍照，由此造
成浪费。

“你们必须莽起吃，这个大包间最低消
费2000多元，不吃到这么多我单都买不到
哦。”江北区北滨路一家临江火锅店的大包
间里，江先生这样对朋友“放话”。用餐结
束后，大圆桌上还剩有毛肚、鸭肠、黄喉、肉
片等不少荤菜，而两大盘素菜拼盘几乎没
动，七八个啤酒瓶里都剩着半瓶酒。

“外地朋友第一次来重庆，我作为主人
想好好招待，就订了这家正看江的火锅店。”
正在结账的江先生说，为了凑满包房的最低
消费，他点了不少菜，但大家都顾着喝酒，很
多菜都没吃完。该火锅店服务员告诉记者，
普通餐位没有设置最低消费，只有观江景大

包间才有最低消费。“因为有最低消费限制，
再加上预订该包间的顾客一般是为请客，所
以经常有很多菜没吃完。”该服务员说。

商家
不设最低消费难经营

日前，记者来到渝中区来福士一家西
餐厅，被告知室外带篷看江的座位有1200
元的最低消费。“这个座位其实就相当于包
房，看江角度和环境布置都要好一些。”该
餐厅服务员说，餐厅生意一直不错，带篷位
置相对稀缺，设置最低消费也是经营需要。

“不设最低消费，我就亏得要关门了。”
9月1日，渝北区一家甜品店老板很无奈，
他说，店里没设最低消费时，每天都有不少
人只买个几元钱的小面包，在店里聊天、下
棋，蹭Wi-Fi打游戏。

“我们用广告牌告知顾客，进店需至少
消费一杯饮品。”南岸区一家主题咖啡厅经
营者说，顾客清楚要求后进店消费，说明其
是自愿的，符合公平原则。“现在做生意真
的很难，门面租金、水电费等经营成本也很
高，都进来免费坐坐，我们真的无法做生意
了。”该经营者说。

收与不收
最低消费不应成为浪费理由

是否所有餐厅都设有最低消费？记者
调查后发现，情况也不尽然。

“近几年，我们酒店不管包房还是大厅
都没设最低消费。”劲力酒店董事长李亚丽
说，酒店有20多个包房，一般也坐不满，顾
客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选择。

“我们认为应尊重客人，让他们按自己
的食量和需求来点餐。”李亚丽认为，只要
保证酒店菜品的口味和服务，客人就算这
次消费不高，但以后多带些朋友来，一来二
去回头客也多了，吃得满意又不浪费，这样
才能达到“双赢”。李亚丽告诉记者，酒店
不仅没有设置最低消费，点菜时还会劝导
客人按需点菜。同时，为鼓励客人打包，还
减免了打包费。

一位餐饮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目
前，包房设置最低消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是消费金额满足某个数额，可不收包房费；
另一种是消费没到规定金额，则要收取包
房费。

“这两种情况，我认为都属于霸王条
款，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不合理规
定，还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浪费。”对此，该
业内人士建议，餐饮行业及其相关部门，要
加强宣传和倡导节俭之风，并对其进行进
一步规范。而消费者也应该告别“讲排场”

“为面子不打包”等浪费思想，树立节约意
识，杜绝浪费。

杜绝最低消费造成的浪费现象，需
要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市民积极提出更
多 意 见建议，电话：63823333，邮箱：
cqrb63823333@163.com。本报将对此现
象持续关注。

餐厅包房设置“最低消费”是否助长浪费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1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为深化“吃得
文明”、践行“光盘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重庆文明网推出“晒光盘·有好礼”随
手拍活动，征集市民随手拍摄的图片作品。
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市民可关注“文明重
庆”微信公众号，点击“e起拍”在线投稿。

据悉，本次活动围绕“吃得干净”、打包

带走、使用公筷公勺、排队取餐、节俭用餐
环境以及相关的主题学习、公益海报、实践
活动等方面，引导市民家庭用餐吃多少做

多少、食堂用餐吃多少取多少、餐馆用餐吃
多少点多少。活动设立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和参与奖若干。

目前活动已得到不少网友关注，大家纷
纷晒出各自的“光盘成绩单”。“过过苦日子
的我，深知粮食的重要性，现在提倡‘我光
盘、我自豪！’”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新华社
区居民范淑君在随手拍活动中晒出一张吃
得一干二净的面碗照片，并配上这样一句
话。范淑君说，随手拍晒“光盘”，晒出的是
正能量，也是一种文明的传递。

重庆文明网推出“晒光盘·有好礼”随手拍活动

晒“光盘行动”做“文明吃货”

【开栏语】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养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的氛围。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在我市引起广泛共鸣——
机关单位着手治理，行业跟着行
动，广大群众也纷纷参与……即
日起，本报推出“浪费可耻 节
约为荣”专栏，报道我市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措施行动，曝光
餐桌浪费等不良现象，推动“浪
费可耻 节约为荣”成为全社会
共识。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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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智慧大脑”为市场监管系上“安全带”
如何科学高效提升市场监管工作效

能，保障市场有序稳定发展，坚守市场安全
底线，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9年以来，彭水县市场监管局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全面推进“一中
心、一平台、三端口、八功能”的智慧监
管体系建设，有效提升了市场监管精
准度、企业发展加速度和社会公众参
与度。

据彭水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该县智慧市场监管平台一
期建设已于2019年12月正式投用，接
入全县各学校食堂、大型酒店、旅游景
区等重点餐饮单位400余家，并于今
年6月试点开展第一批重点公共场所
电梯智慧监管50台，预计12月前将完
成电梯智慧监管650余台。

远程监控+风险预警
提升监管精准度

传统的监管方式往往难以打破“人海
战术”“大撒网”弊端，反复折腾，事倍功半。

“通过智慧监管在食品药品监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领域的应用融
合，以前基层人少事多、监管点多面广
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彭水市场监
管局绍庆所所长严仁红对智慧监管带
来的变化深有感触。

据彭水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平台采集了全县食品药品、电梯
等6000余家单位信息，按照网格划分
责任并在电子地图上精准定位，构建起
包含对象数量、分布区域、责任人员的
全息数字“作战图”，实现了县、乡、村
（社区）三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全覆盖。

同时，平台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
等手段，定时汇总整合和关联分析日
常检查、行政处罚、检验检测、投诉举
报、舆情监测等相关数据，为市场监管
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此外，通过在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内
架设的2000余个“嵌入式”视频监控探
头，运用“互联网+视频监控”还可以进行
远程监控、现场直播，监管人员只需通过
智慧监管指挥中心查看视频，就可以远
程检查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单位的生
产经营和使用状况，一旦出现风险隐患，
平台可以智能识别违法行为并进行“抓
拍存储、警示提醒”，及时告知商户立即
改正，消除风险隐患。

企业减负+基层减压
跑出发展加速度

“作为一名餐饮业主，我们只需架

设视频监控免费接入智慧监管平台，
就可以通过手机APP对原料采购、后
厨操作、人员管理、环境卫生、清洗消
毒等全过程、全链条实施管控预警。”
在彭水县滨江路的餐馆老板看来，数
字化实时录入原辅料采购、餐饮具消
毒、添加剂使用、餐厨垃圾处置等内

容，更能让诚信守法经营由被动变为
主动，有效减少企业信息化运营成本，
提升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水平，继而
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转化为经营
上的效益。

不仅如此，据彭水县市场监管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智慧监管平台预

设了企业信息、检查清单以及市场监
管法律法规等内容，提供数据资料查
询、执法文书填报、证据摄照上传、地
理信息定位、结果签字打印等技术支
撑，采取“双随机”“点对点”的方式派
送监管任务。

执法人员不需携带任何执法文
书，通过手机APP就能开展专项检查、
联合检查、日常监管等各类执法活动，
能够快速便捷地处置现场问题、反馈
检查结果、公开执法信息，实现监管数
据可保存、监管痕迹可查询、监管结果
可追溯，大幅压缩检查时间，降低企业
迎检负担，有效减少“任性检查”、避免

“多头执法”、防止“权力寻租”，真正做
到对违法者“利剑高悬”，对守法者“无
事不扰”，以公平公正监管促进市场公
平竞争，切实让基层轻装上阵，让企业
松绑减负。

信息互通+社会互动
提高公众参与度

“当前，群众参与监督的愿望越来
越强烈，需要用好信息化手段提高社
会参与度和群众满意度。”据彭水县市

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运用智慧
监管平台的公众端，消费者就餐时可
以通过扫码查看店家资质、从业人员、
日常监管、抽检检测等相关信息，还可
以通过“互联网+名厨亮灶”实时查看
食品后厨操作过程，全方位掌握其经
营状态。

就算是在乘坐电梯时，同样可以
通过扫码查阅电梯日常维护、定期检
查等情况，知晓电梯运行状况，此举有
效打破了信息孤岛，实现了信息的互
联互通、互惠互利，真正让安全看得
见、靠得住、信得过。

除此之外，在引导群众参与监督
方面，该平台还丰富了社会互动交流
方式，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对食品安
全、电梯安全进行即时“点评”，平台将
综合各方面数据生成安全指数，量化
呈现、实时排名，倒逼企业依法规范经
营，提档升级树立良好形象。

如果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
安全隐患或者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消费者可以固定违法证据，通过
平台链接实现一键投诉。同时，平
台还定时向公众推送安全科普知
识，加大风险交流力度，提高公众防
范意识。

刘茂娇 龙搏 周家鹏 谢鑫
图片由彭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彭水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数据录入情况彭水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数据录入情况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何星熠

去年4月，铜梁西河镇双
永村贫困户李科全成天忧心忡
忡。严重的心慌心累不仅让他
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甚至随时

都有可能晕厥，危及生命，“难受得很，好多回都觉得熬不过去了。”
可如今，李科全不仅不再心慌心累，还养了近60头生猪，顺利

脱了贫。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李科全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为何
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10年前，55岁的李科全做了第一次心
脏手术，安置了人工心脏起搏器，病症得到缓解。但20余万元的
医疗费，让李科全背上巨额债务，也让家庭陷入贫困。

不曾想，去年4月，严重的心慌心累症状再次袭来。“到医院检
查，说是起搏器功能减退，必须再次安置。”想着巨额医疗费，再加
上患有高血压和白内障，李科全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本来就
穷，哪有钱医哦。开点药吃起，能熬一天算一天了。”

去年4月下旬，西河镇健康扶贫工作人员在走访中获悉了李
科全的情况，立即前往李科全家中，向他讲解健康扶贫政策，并联
系铜梁区人民医院为其安排住院手术。

李科全的第二次心脏手术，总费用为26711.4元，其中自付费
部分仅10%。

铜梁区卫健委负责人介绍，铜梁区建立了健康扶贫基金池，
2019年投入市级财政资金430万元、区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
2020年投入市级财政资金450万元、区级财政资金500万元，为
李科全这样的贫困群众看病就医兜底，努力让农村贫困群众“看得
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要不是政策好，想都不敢想一个心脏手术我只花了2000多
块钱哦。”重新安置了人工心脏起搏器，李科全不再感到心慌心累，
更没有再出现晕厥，不仅不需要服用药物，还能从事部分体力劳
动。

“这些天感觉怎么样？还累不累？”9月8日午后，西河镇卫生
院医生青成武一边为李科全检查着身体，一边和他聊着天。

去年开始，西河镇卫生院和李科全签约，青成武就是卫生院为
他配备的“家庭医生”。从那时起，青成武就定期到李科全家中为
他测血压、宣传健康知识，还帮他办理了特病卡。通过定期检测、
规律服药，李科全的血压也控制得不错。

今年，在健康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李科全又完成了白内障手
术，双眼视力也得到提升。身体状况逐步改善，李科全的家庭境况
也逐步好转。“养猪、种桃树，身体好了，只要自己肯干，肯定就不会
受穷。”现在，李科全一家养殖了近60头生猪，也顺利脱了贫。“不
仅要脱贫，还要过上好日子。”对未来，李科全充满信心。

让困难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一次心脏手术仅花2000多元

近日，江津区白沙镇，白沙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该桥是规
划新建的重要过江通道之一。白沙长江大桥及连接线工程计划
在2021年建成通车，不但可有效缓解当地两岸20多万群众出行困
难，同时也将缩短长江南北物资运输的距离，对促进重庆西南部
乃至长江上游的交通网络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江津白沙大桥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