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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

溉澜溪农贸市场和印象中的菜市场不
太一样：地面上看不见任何垃圾和污水，空
气中几乎闻不到异味；大大小小的显示屏，
让它看起来“有点潮”。置身其中，很难相
信这是一家有着13年历史的农贸市场。

通过改造升级，现在这家农贸市场不仅
有“颜值”，更有“智慧”。随着重庆启动农贸

市场改造，大数据智能化在各个环节得到应
用，农贸市场更安全、更卫生、更便捷，最终
也使多方受益：周边居民的“菜篮子”里收获
更多幸福感，商户们的“钱袋子”装了更多获
得感，城市发展有了更多品质感。

一座城市里，农贸市场是最有生活气
息、最接地气的地方。汪曾祺就曾写道：到
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
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

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
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让人民在城市生活得更美好，才是一座
城市的发展目标。如今，线上买菜方兴未
艾，社区生鲜超市也吸引不少消费者，但实
体的农贸市场始终无法完全被替代。不过，
农贸市场也不能停留在脏乱差的环境中，只
有建设好与重庆城市气质相匹配的农贸市
场，才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

顺应居民消费升级、提升城市品质。
值得强调的是，农贸市场的改造升

级，不仅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整治，更要从
硬件到软件进行整体功能性改造。建设
智慧农贸市场，就是要让菜品质量更有保
证，消费环境更加舒适，市场监管调度更
加精准有效，真正打通农产品“产业链、供
应链、消费链”。这也是推动重庆“智慧名
城”建设的一个有力切入点，能够更好满
足智能化时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把这项“家
门口的民生工程”建好，必将带给重庆市民
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留住更多烟火气。

让菜市场既有“颜值”更有“智慧”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这是一个农贸市场，还是现代化管理
的大型超市？

智能监管实时动态+电子支付全追
溯+食品检测远程监控+商家信用等级全
透明……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的溉澜溪农
贸市场——一个有着13年历史的传统农
贸市场，在实施智能化改造后，换了新颜。

溉澜溪农贸市场是江北区首家示范
智慧农贸市场，也是我市推进传统农贸市
场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板间”。

来自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及多个
区县的消息称，建设一批智慧农贸市场、
推进农贸市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将被纳
入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今年内，江北区力争建成28个智慧农
贸市场；1月底前，南岸区力争完成15个农
贸市场的智能化改造……在全市范围内，
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大幕正渐次拉开。

“智”在何处
扫码追溯、销售数据实时上传

1月6日上午10时许，天气寒冷，溉
澜溪农贸市场内的生意却十分红火。

这是一个经营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
的大型农贸市场，现有门市及摊位190多
个，经营户113户，从业人员近300人，主
要服务周边近10个社区的4万余名群众。

一进市场，给人的感觉就跟印象中的
传统农贸市场大不一样——

在大门口，竖立着一块可触摸显示
屏。点击它，可查询各种品类的农产品价
格、批发信息、安全检测信息及市场概况、

经营户分布等，这些数据均实时更新。
再看市场的布局，蔬菜区、农副产品

区、肉类区、水产品区等跟大型超市基本

相同，分区清晰，商品摆放整齐。
每个摊位，下方均设有排水系统；上

方挂着一块小型电子屏，显示该摊位所售
农产品的实时价格及经营户信息等；摊位
前摆着电子秤，外形和基本功能与传统电
子秤一样，可显示单价、重量、总价等，但
不一样的是，这些成交数据将实时传输给
市场后台管理系统。

重庆日报记者在肉类区看到，一位市
民在“旺峰肉业”摊位前买猪前腿肉，称好
并扫码支付后，一张小票打印出来，上面
清楚显示了市场名、商户名、摊位号、交易
时间、交易金额等。如果再扫一扫小票上
面的溯源码，检测结果、屠宰点信息等一
一可见。

此外，该市场内还专门设立了“快检
室”，市场管理方随时对产品进行抽检，其
结果也自动实时上传。

以上所有数据，都将成为当日农产品
消费终端大数据的一部分。

同时，溉澜溪农贸市场还配备了一个
智慧停车场，拥有100多个车位，扫码支
付、自动抬杆、快速出场……

（下转3版）

“硬”设施改造、农产品安全追溯、“软”设施升级——

重庆传统农贸市场的智慧“三变”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主要内容如下。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
强。为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制
定本规划。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
善治的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
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
领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
了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在新的起点上建
设法治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全面对外开放
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需要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必须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全
局性、战略性、基础性、保障性位置，向着全
面建成法治中国不断前进。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
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主要原则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
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
法，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方向。

——坚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总结
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鲜活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

（下转5版）

中共中央印发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9日，
来自市交通局的消息称，重庆获得大湄
公河次区域（GMS）行车许可证，重庆交
运集团已成功申领首批8张。此举标志
着我市跨境公路通道体系进一步完善，
开启重庆直接参与澜湄合作的新篇章。

这也意味着，重庆跨境运输车辆在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之间通关将更加
便捷，时间至少节约1小时。

GMS是指湄公河流域的国家和地
区，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
和我国云南省。

2014年，中国提出建立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区域6国
均参与其中。2018年，澜湄合作六国签
订备忘录，规定取得GMS行车许可证的
货运车辆可通过商定的边境口岸、在规
定的线路上自由通行，从而实现跨境公
路运输和货物的点对点直达。2019年5
月，GMS国际道路运输在广西和云南先
后启动。目前据初步统计，全国共发放
GMS行车许可证170余张。

“GMS行车许可证类似于运输车辆
取得了GMS区域的‘签证’。”市交通局
相关负责人解释，它能够让跨境运输车
辆在规定时间内不限次数进入柬埔寨、
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国，享受包括跨
境手续、道路标志、运输价格、海关检查、
车辆管理等便利化措施，车辆既可进行
点对点直达运输，也可从第二国出境到
达第三国，从而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提
高运输效率。

近年来，重庆市交通局会同市口岸
物流办、巴南区政府，积极对接云南省交
通运输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就发放GMS行车许可证开展协商，
目前云南和广西方面分别同意向我市发
放10张GMS行车许可证，目前重庆交
运集团已申领了首批8张，剩余的也将
尽快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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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溉澜溪农贸市场，每个商户摊位上方都悬挂着电子屏，显示实时菜价、营
业执照等信息。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短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取得新进展
三、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四、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五、携手应对全球人道主义挑战
六、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七、加强国际交流与三方合作
八、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展望

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造成巨大

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重大挑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

重道远。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正确义利观为价

值导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中国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白皮书全文约26000
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八个部分：

白皮书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10日，随着气温走低，
加上水汽配合到位，我市中心城区包括缙云山、南山、金
刀峡、圣灯山在内的多地传来雪讯。

接下来中心城区还有可能迎来雪花吗？市气象台预
计，从今日起，全市各地将持续迎来温暖阳光，中心城区
最高温将回升至11℃。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好天气的到来，辐射降温将导致
早晚温差拉大，早间气温还有可能创新低。

重庆中心城区昨传雪讯

市民在南岸区南山观察落在雨伞上的雪花。
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熊香琳 摄/视觉重庆

游客在北碚区缙云山狮子峰上赏雪游客在北碚区缙云山狮子峰上赏雪。。
记者记者 万难万难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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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快办”
怎么让您“愉快地办”

2020年大数据盘点给出答案

7版刊登“打卡巴渝美景”

雪融之前，
我们在南天湖见面吧

8版刊登

定向车道变“慢车道”3公里路走了两小时

违规“加塞”如何解决

本报讯 （记者 戴娟）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五
届四次会议将分别于1月21日、20日召开，重庆即将进入两会
时间。您对今年两会有何期盼？您对未来民生改善有何期
待？对城市发展有何建议？今日起，重庆日报全媒体平台推出

“您的心声我转达——2021重庆两会代表委员直播代言”活
动，特邀部分代表委员走进重庆日报直播间，与市民互动交流，
征集大家意见建议，并把收集到的市民心声带到全市两会上。

两江四岸核心区“颜值”提升的同时如何解决交通配套
保障？老城区停车难问题如何既治标更治本？教育改革怎
样改进？后疫情时代如何提升应对公共卫生的防控能力，
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日常生活中，对城
市发展、民生小事的改善，不少市民有诸多想法和建议，可
供决策参考。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
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需要群策群力，凝心聚力。为把市民

“心声”更好地传递到全市两会上，两会前夕，重庆日报在重庆
日报客户端和新华社现场云、抖音、新浪微博、知乎、视频号
等平台，首次以视频方式，开设重庆日报“代表委员直播
间”。从1月11日到15日，每天下午3点，就有一位市人大
代表或市政协委员走进直播间，与市民“面对面”交流，讲述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并把市民的“金点子”带上两会。

届时，市民朋友可通过重庆日报客户端、重庆日报网站、
重庆日报微博、重庆日报抖音号、重庆日报微视号、重庆日报
知乎号等平台观看并参与直播在线提问。

城市的发展需要每位市民的建言献策，您的真知灼见定
会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今天下午3点，首位走进直播间的是市人大代表、市政府
参事、重庆市设计院顾问总工程师、重庆市工程设计大师杨
斌。他将就城市品质提升、“两江四岸”打造、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等问题，与市民交流沟通。

（“您的心声我转达”海报见2版）

您的心声我转达
今起重庆日报全媒体启动“2021

重庆两会代表委员直播代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