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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中
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建设第三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示范基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部署开展第三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基地建设工作。根据第三批双创示
范基地名单，重庆有5个基地入选，分
别是重庆市大渡口区、重庆大学、重庆
市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市涪陵榨
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市重庆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通知》明确，在部分地区、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第三批共92个双创
示范基地，其中创业就业方向25个、融
通创新方向27个、精益创业方向32
个、全球化创业方向8个。

《通知》指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围绕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支持创新创业主体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强化功能定位，更好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知》强调，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
要按照创业就业、融通创新、精益创业、
全球化创业等差异化功能定位，强化区
域覆盖、功能布局、协同发展，增强示范
功能和带动效应。一是聚焦稳就业和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打造创业就业
的重要载体，有效支撑各类社会群体开
展创新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
道灵活就业。二是聚焦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着力打造融通创新的引领标
杆，加快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创
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布局、科技成果转化
与应用体系建设紧密结合，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体
系化融通创新格局。三是聚焦支持创
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
地，着力打造精益创业的集聚平台，构
建专业化、全链条的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增强持续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培育
成长型初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四是聚焦深化
开放创新合作，着力打造全球化创业的
重要节点，探索搭建创新创业国际化平
台，深度参与全球创新创业合作，创新
国际合作模式，培育创新创业国际化品
牌，不断拓展创新创业国际合作空间。

国办公布第三批共92个双创示范基地

重庆5个基地入选名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记
者 梅世雄）为进一步规范为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近日联合印发《立功受奖军人

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
《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着眼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推动构建军人荣誉体系，服务

部队备战打仗，落实《关于加强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
的意见》精神，明确了送喜报工作总体
原则和军地职责分工，规范了寄发喜
报、登记建档、送喜报等环节工作要求，

突出了送喜报的仪式感，提出了走访慰
问当年度立功受奖军人家庭等要求，对
营造尊重关爱功臣模范的浓厚社会氛
围、凝聚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
意义。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办法》

规范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
印发《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0年12月
21日起施行。为推动政策落实，有关
方面负责人12月24日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专访，予以解读。

问：为什么出台《办法》？
答：送喜报工作发源于革命战争年

代，曾极大激发了我军指战员奋勇杀敌
的高昂士气。做好继承和发展，有利于
发扬优良传统、服务部队备战打仗。

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送喜报活
动，取得良好效果。但是，随着工作的
深入、形势的变化，送喜报工作需要进
一步规范，确保把好事办好。

《办法》明确了送喜报工作原则和
军地职责分工，规范了寄送流程、送达
仪式、待遇落实等方面的要求，对做好
送喜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问：喜报送给谁？
答：根据《办法》，喜报是现役军人

荣获由军队授予个人的八一勋章、荣誉
称号、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等奖励
后，将这一喜讯报送给其家庭的书面文
帖。送喜报地址为立功受奖军人指定
的一处家庭住址，原则上为父母、配偶
或者实际抚养人家庭住址。

军队文职人员和参战、支前的预备
役人员立功受奖的，参照《办法》实施。

问：喜报谁来送？
答：根据《办法》，喜报由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
人民武装部有关同志共同送达。

对荣获八一勋章、荣誉称号的，由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
同志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负责同
志为其家庭送喜报。

对荣获一等功的，由地（市）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同志和军分
区（警备区）负责同志为其家庭送喜报。

对荣获二等功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县

（市、区）人民武装部负责同志为其家庭
送喜报。

对荣获三等功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同志和县（市、区）人
民武装部有关同志为其家庭送喜报。

问：如何送喜报？
答：送喜报坚持彰显荣誉、简朴热

烈、军地协同、属地负责的原则。送喜
报时，应当举行相应送喜报仪式。对于
送喜报数量较多、时间较集中的，可以
举行集体仪式。

仪式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可以
包括宣读喜报、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主
要成员佩戴绶带或者大红花、送交喜报
等环节。

《办法》还提出，送喜报仪式可以邀
请立功受奖军人本人和单位代表参加。

问：喜报什么时间要送到？
答：立功受奖军人家庭所在地军地

有关单位，原则上要在收到喜报和奖励
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将喜报送至立

功受奖军人家庭。
对因家庭成员外出等原因，喜报无

法按时送达的，立功受奖军人家庭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主动联系协调，商定送达时间。

问：立功受奖军人家庭有什么待遇？
答：《办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要落实立功受奖军人
家庭有关待遇。

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要在八一或者春节期间，走访慰问当年
度立功受奖军人家庭。建立荣获一等
功及以上奖励立功受奖军人家庭走访
慰问联系制度，掌握家庭成员情况，确
定联系人，及时帮助解决困难。

问：如何抓好送喜报工作的落实？
答：《办法》提出，军队有关单位和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对
送喜报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督促，确保
送喜报工作落实到位。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喜报送给谁？喜报如何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记
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
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
导意见》24日公布，意见提出依法严厉
打击以食用或者其他目的非法购买野
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的陋习。

意见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
法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
罪处罚。

这份意见共10条，其中明确提出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的犯罪行为，从源头上防控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进出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犯罪行为，切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利
益链条。

意见明确，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
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的，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违
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
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
产品，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
条规定的，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
处罚。

两高两部发文

严惩非法购买食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近日，市场监
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
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
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
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金融管理部门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记
者 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4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
示，2020年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2472起，处理
17989人（包括 51 名地厅级干部、943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904人。

根据通报，今年11月全国共查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454起，处理

9630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
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5136起，处理7588人。

根据通报，今年11月全国共查处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6018起，处理
8359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和礼品礼金问题1708起，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问题1510起，违规吃喝
问题1136起。

11月份近1.8万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查

英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后，法国
宣布从当地时间20日午夜起48小时内禁止来
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入境，包括货运人员，导致大
批货运卡车司机无法经由法国返回欧洲大陆
（如图）。依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法国23日
有限解除禁令，要求所有入境者必须出示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3日表示，英格兰
东部和东南部更多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
将从26日起调升至最高的第四级。此外，英
国又发现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新华社/美联

大量卡车司机滞留英国

政策解读>>>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 开展特殊儿童关爱活动
12月23日，国网重庆信通公

司爱心志愿者走进重庆丰都特殊
教育学校，开展“国网情暖春苗
心，同舟共济抗疫情”主题关爱活
动。

该公司已经连续10年定期开
展爱心帮扶活动，为重庆丰都特殊
教育学校的100名聋哑和低智化儿
童献去爱心。今年是特殊的一年，
因为疫情影响，该公司定期开展的
爱心帮扶活动也被中断。因此当爱
心志愿者出现在这些特殊儿童面前
时，孩子们的情绪瞬间被点燃。

孩子们蜂拥在志愿者身边。

一个孩子用手语激动地向志愿者
问好，另一个孩子与志愿者已经
非常熟悉，她扑在志愿者怀里，一
脸兴奋。

爱心志愿者们将精心准备的
围巾、手套等礼物发放给孩子们，
领到礼物，孩子们非常开心。

爱心志愿者赖小琴替特教学
生杨陵围好围巾，心情很激动：

“虽然她们听不见说不出，但看见
她们纯洁无邪的笑容时，你的心
一下就被融化了。”

在发完爱心用品后，志愿者
还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手绘“抗疫

英雄故事”绘画活动。志愿者和
特教学生共同创作了多幅“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的抗疫绘画，并
共同写下抗疫寄语：“万众一心，
没有翻不过的山。心手相牵，没
有跨不过的坎。无论遇到多大的
困难，共担风雨在一起，加油中
国！”

该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朱
韵攸说：“这些孩子尽管身体有些
缺陷，心灵却很健康。我们一定
会让爱心帮扶到永远，让阳光照
耀在每一名特教学生的身上！”
杨渝海

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关于重庆日报广告代理招商公告
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拟将重庆日报部

分行业广告代理权实行普通代理，欢迎拥有
相关资质、意向和客户资源的广告公司参与
报名。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代理项目
重庆日报通讯、房地产、公示公告、保险、

彩票、装饰建材、分类及部份非商业类行业品
牌形象广告。

代理期限：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
月31日。

二、代理人资质要求
1.凡符合《广告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

册核准，允许从事广告投放业务的资格。
2.具有相应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广告策划

能力和经验。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
计制度。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

5.公司成立以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
记录。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
1.报名截至时间：2020年12月31日下午

4：00。
2.报名地点：重庆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

道416号。
3.详情咨询：63907099，马老师（上午10:

00-12:00）
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空港佳园公租房项目A、C、E区共19处商铺招商公告
空港佳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

新城中央公园北部，总建面约146.6万平方
米，分为A、B、C、D、E、F、G七个组团，其中
住宅建面约100万平方米，总套数约2万
套，规划入住人口约4.9万人，商业总建面约
18.10万平方米。本次推出A、C、E区19处
商铺，建筑面积共约3741.68平方米正在进
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通过重庆产权交易网进行挂
牌招租，报名条件、报名方式、商务条件、合
同版本等相关招商信息已在重庆产权交易
网发布，请意向承租者及时关注。报名请登
录重庆产权交易网（https://www.cquae.
com/，搜索“空港佳园”关键字）或拨打电话
详细咨询。

联交所报名联系人及电话：王老师（空
港佳园）023-63625300

招租方联系人及电话：杨老师（空港佳
园）023-63672586

（工作时间：9：00-12：00（上午）；2：
00-5：30（下午），周末及节假日除外）
重庆市公共住房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重庆市交通局重庆市交通局 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交通建设三年行动巴渝交通绘新图巴渝交通绘新图

勇当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主力军重庆高速集团
集约绿色发展 公水一体联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
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网络
建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在重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格局
中，交通仍是基础，航运更需先行。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
制，整合优化资产资源，确保“十三五”时
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划顺利完成，
2019年底，按照全市国资监管体制改革
要求，航发集团整体并入重庆高速集团。

“目前通过重组整合、建设经营‘两
手抓’，保持队伍稳定、建设稳定、经营稳
定、风险可控，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正以崭
新面貌助推交通强市建设，服务重庆全
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重庆高速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滕英明表示。

全面铺开
“一干两支十线”航道网加速形成

临近年尾，在武隆区白马镇白马航

电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们带着
口罩，正在马不停蹄的准备着后续施工
准备，繁忙而有序。作为乌江干流开发
规划的最下一个梯级，该项目工程的兴
建将打通渝东南和黔东北地区进入长
江黄金水道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乌江航
运全面复苏，助推渝黔联动发展。

白马航电枢纽工程的实施只是重
庆高速航发集团履职尽责的一个缩影。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重庆
高速航发集团作为我市具有交通属性和公
益属性的水运基础设施投融资企业，正不断
致力于发挥重庆市水运基础设施建设主力
军作用，全力投入到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工作中。

滕英明介绍，紧紧围绕“一干（长江）、
两支（乌江、嘉陵江）、十线（渠江、涪江、綦
江、大宁河、小江、梅溪河、抱龙河、东溪
河、磨刀溪、汤溪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
3年来，重庆高速航发集团累计完成投资
约18.2亿元，提升航道等级128.5公里，
新增港口年通过能力830万吨。

除了已建成的涪江干流梯级渠化潼
南航电枢纽工程、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一
期工程、彭水港区下塘口作业区一期工程、
三峡库区重庆重要支流航道小江、东溪河、
汤溪河、磨刀溪航道整治利用工程。集团

还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从质上寻求新突破，
涪江双江航电枢纽，嘉陵江利泽航电枢纽，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万州新田港二期，渠江
航道整治工程等重要大项目接续上马，持
续掀起了项目建设热潮。

全面协调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川渝共

建按下“快进键”
如果说白马航电枢纽工程的实施

是“展望未来”，那么重庆新田港的建成
投用则是将“梦想写进现实”。

12月3日，重庆新田港一期工程正
式开港运营。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建设“四枢纽九重点”港口集群之一，重
庆新田港的正式投用，将借助其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和非常完善便捷的
铁、公、水、空现代化物流多式联运体
系，让辐射范围广，货源腹地更深，成为
川、陕、湘、鄂、渝地区物资经长江外运
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以项目联动发展，以合作促进共
赢。12月8日，重庆高速集团与重庆市
万州区、港务物流集团，四川省达州市、
方大达钢集团、港投集团共同签订了重
庆市万州区新田港建设运营投资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和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
设。近年来，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不止于此。

滕英明介绍，接下来川渝双方企业
还将加强在内河航运领域的合作，依托
长江、嘉陵江、渠江和涪江航道，充分发
挥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地理优
势、能力优势和产业优势，大力实施航
道整治工程、航电枢纽、港口码头、流域
调度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建设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

其中，在共同畅通长江干线航道方
面，重庆高速航发集团将与四川方面共同
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加快推动长江航
道等级提升，推进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
程建设；共同争取将嘉陵江、渠江和涪江
等长江支线航道纳入交通运输部高等级
航道扩能增效项目库；利用大数据、5G等
信息技术，积极探索嘉陵江、涪江和渠江
航运、防洪、发电、生态配置等水资源联合
调度机制。 刘钦 龙搏 熊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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