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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若雯

“日本在企业的垃圾桶是如何设置
的，设置标准是什么？”

“重庆市在道路边设置垃圾箱收集
生活垃圾，它的处理流程又是怎样的？”

1月27日上午，重庆市与日本水
户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了垃圾分类处
理经验。在约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双
方分别介绍了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现
状，交流了工作经验，并就各自感兴趣
的方面提出了问题。

交流后，我市的与会人士纷纷感
叹，水户市最大可能谋求资源再生化的
经验值得学习，也极具借鉴意义。

水户新启动7个垃圾焚烧处
理厂，燃烧热量可发电

重庆市和日本水户市于2000年6
月缔结为友好交流城市。这次视频交
流是两座城市缔结友好交流城市20周
年纪念活动之一。

本次视频会做了充足的前期准备，
进行得十分高效，双方各致辞约一分钟
后，交流正式开始。

“水户市2020年 4月新启用了7
个新型垃圾焚烧处理工厂。”水户市生
活环境部长佐藤则行首先介绍了水户
市垃圾焚烧处理工厂的相关情况。

他说，这些工厂在处理室内垃圾
的同时，还具有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热
量进行发电的功能，能将垃圾燃烧后
的残渣资源化，是优化环境的最新型
设施。

佐藤则行还表示，水户市在垃圾处
理过程中，大幅修改了以往的垃圾分类
和收集方法，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
一步推进垃圾的减量化和再资源化，以
实现环境的循环建设。

“我们开出了重庆首张垃圾
分类罚单”

目前，重庆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
体系已覆盖371.6万户，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交流中，我市九龙
坡、铜梁和城口等区县介绍了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的现状及经验。

当九龙坡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九龙坡区高度重视居民小区物业公
司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于
去年12月30日向辖区某物业公司开
出了重庆首张垃圾分类罚单”时，水户
市方面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九龙坡方面还表示，2021年，九龙
坡区将实现城市建成区内100%的街
道（镇）和10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覆盖。

水户方面逐一回答10个具
体问题

在视频交流的最后环节，水户市逐
一回答了我市参会人员提出的10个有
关垃圾分类具体问题。

针对“在日本，家庭厨余垃圾的
处理方式有哪些”问题，水户市方面
表示，对于家庭垃圾中的可燃垃圾，
水户市要求居民将这些垃圾放在指
定的垃圾袋及回收站里，统一焚烧处
理，焚烧后残留的灰烬可作为水泥的
原材料。

针对“可回收物中有很多低价值废
弃物，日本政府是如何处理的”问题，水
户市方面表示，水户对部分分类垃圾采
取了手工分拣的方式，寻找出低价值的
废弃物，再将剩下的少量垃圾填埋，最
大可能谋求资源再生化。

针对“日本在企业的垃圾桶是如何
设置的”问题，水户市方面表示，根据企
业规模，要求企业设置相应数量的垃圾
投放设施，并委托专业公司运往垃圾处
理机构。企业和个人如果违反垃圾分
类有关法律，将面临严厉处罚。

“水户市资源再生化经验值得学习”
重庆与日本友好城市视频连线，交流垃圾分类处理经验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供销合作社获
悉，去年，村村旺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产
销对接优势，联结专业合作社（基地）
1000个、综合服务网点1000个，实现
全年交易结算规模50.63 亿元，成为

“三社”融合发展的“助力器”。
据悉，去年村村旺以“农村云”为基

础，在多个区县重点开展供销云、信用
云服务，通过建设“‘三社’融合智能化
云服务平台”，采集到855个经营主体、
近2万农户、10万余亩耕地的农业生
产、农资需求、资金需求等基础数据，为
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可靠支撑，切实提
升了区县供销社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在铺平农货“出村进城”路方面，村
村旺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
等问题，按照“搭平台、建体系、加服务”
的工作思路，大力推动订单农业发展，
通过与涪陵榨菜集团合作，在梁平、忠
县、永川发展青菜头10500亩，预计年
产量达2万吨，产值达1600万元，带动
6000户农户增收。

为方便后端统一销售，村村旺还创
新区县联动模式，加大供应端链接深
度，提升下行业务发货速度。“我们依托
供销社市—区县—乡镇—村四级基层
组织体系，在全市各区县发展区域服务
商。”村村旺平台网点服务部负责人介
绍，这些区域服务商类似于平台“代理
人”，通过他们组织生产收购计划、把控
产品质量、组织物流运输等前端产品资
源，为后端统一销售提供便利。

记者了解到，通过与各区县基层供
销社、农民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深化
业务合作，并与国内一流企业对接，去年
村村旺共入驻企业852家，带动区县农
产品上行734万余斤，平台全年实现交
易结算规模50.63亿元，供求关系稳定。

今年，村村旺将持续推进信息化服
务、订单农业、供应链金融等，并提升云
仓物流体系建设，优化合作模式，激发
网点联结效应。其中，在信息化服务方
面将运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完善“三
社”融合发展农产品数据库、涉农经营
主体数据库。

助力重庆“三社”融合发展

“村村旺”去年交易结算额破50亿元

□本报记者 罗芸

“全区159个村（社区）‘两委’换
届是当前全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
月25日，沙坪坝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沙坪坝通过从严把好组织领导关、政
策法律关、选人用人关、选举程序关、
风险防范关、纪律监督关，确保换届选
举圆满成功，真正换出新班子、新作
为、新气象。

加强统筹统揽，把好组织领
导关、政策法律关

村（社区）“两委”换届是一项系统
工程。对此，沙坪坝区加强统筹统揽，
坚持超前布局。目前，全区压实三级责
任，严格落实区级领导班子成员包镇街
走村（社区）入户、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包
村（社区）联户制度，督促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落实责任、组建工作专班；落
实工作机制，由组织部门牵头，统一摸
底调研、统一制定方案、统一安排部署、
统一政策口径、统一对外宣传、统一督
促指导，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该区村（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制定村（社区）党
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方案，编印《工作指导手册》，指导镇街
和村（社区）“照图施工”、打表推进。

目前，沙坪坝区抽调30名精干力
量，组建了5个由实职处级干部任组
长、2名调研员任副组长的工作指导
组，重点做好“五督”，即督工作方案、督
时间安排、督程序规范、督选举组织、督
纪律风气，确保督导全过程、督在关键
点，确保换届工作能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

选优配强“两委”班子，把好
选人用人关、选举程序关

“选好干部、配强班子是抓好换届
工作的关键任务。”沙坪坝区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
一方面，各镇街通过“一谈二访三

议”方式，做到现任班子运行情况、换届

人选情况、风险矛盾情况三个“心中有
数”；组织、民政等部门联合实地走访9
个涉农镇街、23个村（社区），与268名
村（社区）干部和村（居）民代表逐一谈
话，做到社情、民情、选情三个“摸准摸
透”。

另一方面，该区严把人选标准，严
格落实“双好双强”和“十不选”要求，严
守“三不能”“六不宜”底线，现已完成对
1300余名村（社区）干部拟任人选的审
查。目前，该区已从年富力强的村（社
区）主任中转任“一肩挑”人选13名，从
表现优秀的班子成员中新提任“一肩
挑”人选27名，“一肩挑”人选已全部提
前到位。同时，根据考察结果，及时清
理不适宜人选2名。

引入第三方机构审计，严把
风险防范关、纪律监督关

为确保换届平稳规范、风清气正，

沙坪坝区率先在全市引入第三方机构，
全面完成对9个涉农镇街49个村338
名干部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
计。

与此同时，该区严格落实“四个一”
要求，提前摸排和扎实整改3个换届重
难点村；严格落实应撤尽撤要求，通过
召开现场会、组建专项工作组等措施，
及时稳妥撤销2个“空挂村”；区委派出
专项工作组，由组织和民政部门主要负
责人挂帅，深入社区逐一面谈，全面摸
清真实诉求，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
状态。

目前，全区利用支部主题党日、村
（居）民议事会等载体，精心设计制作宣
传手册、宣传栏、纪律宣传片等，大力宣
传换届政策、具体安排和纪律要求，广
泛发动党员群众，引导有序政治参与，
着力提高参选率，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平稳进行。

确保换出新班子、新作为、新气象

沙坪坝：村（社区）“两委”换届严把“六关”

本报讯 （记者 彭瑜）1 月 29
日，梁平区举行2021年一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开工投用活动，集中签约项
目24个，签约总金额102.8亿元；开工
建设重点项目66个，总投资101.9亿
元；完工投用重点项目19个，总投资
25.29亿元。

本次集中签约以“现场签约”与
“云上签约”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
签约项目涉及集成电路、智能家居、
绿色食品加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
能源、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
领域，对发展壮大该区“3+3”产业和
建设绿色制造业基地，具有重要的支

撑作用。
当天开工的增资扩能饲料生产项

目（蜀达饲料），总投资2亿元，将建设
饲料及饲料有机物、微生物添加剂等生
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亿
元，解决就业200人以上；总投资2.8亿
元的都梁新经济产业园（数字大厦）数
字金融大楼高85.6米，将成为梁平城
区最高的标志性建筑。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称，梁平至开江
高速公路（重庆段）、龙象寺水库工程、
都梁大剧院、职教产业园、福德学校建
设、卫生应急能力提升（疾控中心）等一
大批项目的签约、开工、投用，为梁平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
展带来强劲动力。

据透露，2021年，梁平区计划实施
区级重点项目163个，总投资621亿
元，年度投资170.8亿元。其中，新建
项目103个，续建项目48个，前期项目
12个。

梁平一季度2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投资总额102亿元

□本报记者 周尤

镜头：“看来发现的问题都是精准
的。”日前，五届市委第六轮巡视整改进
展情况在风正巴渝网站公布，市委第五
巡视组组长朱红点开被巡视单位的整
改进展情况通报，看到巡视反馈指出的
违规兼职问题得到整改，正持续释放治
理正效应，深感欣慰。

去年5月中旬，市委第五巡视组进
驻该被巡视单位开展常规巡视，加班加
点调阅了几大箱文件材料，还开展了个
别谈话。从表面看，该单位很多工作还
不错，巡视组只在查阅账目时找到一个

“疑点”。
“正与这个协会脱钩时怎么还拨钱

过去？”敏锐捕捉到突破口的工作人员，
立即开始深入了解。这一深入，该被巡
视单位违规兼职问题浮出水面。

在协会了解这笔款项情况过程中，

巡视组发现该协会领导成员名单上几
个名字似曾相识。回到驻地，工作人员
从之前调阅的资料中，找出被巡视单位
干部名单、兼职报批名单与该协会领导
成员名单进行比对。这一比对，发现了
问题：多名机关干部以及二级单位班子
成员未经批准在这个协会兼职。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本着
对市委、对被巡视单位负责的态度，该
巡视组又多次走访调研、深入了解，将
这一问题坐实，还扩大走访谈话范围，
发现该单位干部在其他协会也存在未
经批准兼职、领补贴问题。再三印证
后，该单位干部违规兼职的问题被写入
巡视反馈意见中。

朱红表示，巡视反馈指出的问题不
是写出来的，只有扭住巡视工作生命
线，实打实深入下去，发现问题，才能不
负使命。

纵深：去年，五届市委第六轮、第七
轮巡视共对62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
视，同步开展选人用人和意识形态责任
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五届市委巡视全
覆盖率达76.7%，共发现629个问题、

351名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
为深化政治巡视，每轮巡视进驻前，

市委巡视办根据不同巡视对象特点，全
面收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所巡视行业、
领域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政策文件，汇
编成册提供给巡视组学习掌握，并更新
完善《深化政治巡视内容要点》，将监督
内容从“四个落实”具体到21项监督重
点，细化为109个“是否”，开出政治体检
项目清单，方便巡视组“按图施工”。

各巡视组组长、副组长、联络员还
集中2天时间，与市纪委监委相关监督
检查室及派驻纪检监察组、市委组织部
相关处、相关主管部门业务处室负责人
召开“闭门会议”，进行面对面沟通，详
细了解被巡视党组织有关情况，为巡视
组有的放矢开展工作、精准进行政治监
督备足“弹药”。

巡视期间，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根据巡视工作运行规律，适时深入巡视
组驻地调研了解情况，发现和纠正工作
中的问题和偏差。同时，市委巡视办与
巡视组建立“一对一”联系机制，安排巡
视办10名业务骨干与10个巡视组结

对，全程服务、协助巡视组开展巡视监
督。

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启动巡视带巡
察、交叉巡察、同步巡察，积极构建巡视
巡察上下联动机制。一年来，首次在市
级部门开展巡视带巡察，统筹安排12
个区县进行异地交叉巡察，推动相关区
县对规划、法院、医保等系统同步巡
察。全市区县管党组织巡察全覆盖率
达84.3%，延伸巡察村（社区）全覆盖率
达96.2%。

在做深做实整改落实“后半篇文
章”上着力。市委巡视领导小组召开市
委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专题听取12
个单位推进整改情况汇报和市纪委监
委、市委组织部开展巡视整改日常监督
情况汇报，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市纪委
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巡视办发挥“三
方联动”机制作用，对第四轮巡视的22
个单位开展整改成效综合评估，深入6
个单位开展巡视整改情况蹲点调研，加
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发现的
8个系统性、领域性典型问题，集中交
办、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
发现问题更精准 整改落实更到位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月30日，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联合党委成立并举
行揭牌仪式。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出席活动。

据了解，联合党委挂牌成立后，将
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转接党员组织关系、
组建党组织，建立健全区域基层党组织
体系，实现入驻高校、院所及非公组织
党组织应建尽建、建稳建好。建立区域
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整合新区有关部
门、入驻高校院所、属地镇街的力量，推
动区域党建联动融合。同时，坚持党建
带群建，在两江协同创新区创新Σ小
镇，高标准建设两江协同创新区党群服
务中心。

此外，联合党委将围绕推动两江协

同创新区加强产业创新，充分发挥入驻
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和人才优势，开展
特色党建活动，加快探索“科技党建”

“智慧党建”，培树区域党建新品牌，打
造全市党建新名片。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江协
同创新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一
城多园”模式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重要板块，将按照加强产业、人才、生
活、生态“4个协同”要求，着力打造全
球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高地、开展协同
创新的合作高地、促进科技和产业创新
的重要策源地。两江协同创新区联合
党委的成立，将推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工作，以党建引领和推动协同创新区高
质量发展。

两江协同创新区联合党委成立并揭牌
段成刚出席活动

党风廉政看巴渝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④

1 月 28 日，农业农村
部巫山渔政执法基地的
执法人员在长江重庆巫
山至湖北秭归段开展执
法巡航。

2021 年长江流域禁
捕水域首轮同步执法自1
月 21 日开始，至 30 日结
束。此次巡航主要是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切
实推进长江禁捕工作。

特约摄影 王忠虎/
视觉重庆

禁捕巡航
保护长江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 月 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1年全市气象
局长会议上获悉，目前我市晴雨预报准
确率达82%，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提
前至37分钟。今年还将增建100个多
要素气象站，让天气预报更准确。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现代气象业
务能力显著提升，地面观测空间分辨率
由15公里提高到7公里，时间分辨率
由小时级提高到分钟级；气象预警信息
公众覆盖率达93.8%。

为助推乡村振兴，全市建成271个
农业气象观测站点和江津现代农业气
象试验站，直通式服务覆盖60%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人工增雨作业覆盖
面积达到5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工防雹
保护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

“去年应对区域暴雨和过境洪水期
间，全市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向169
万名防灾应急处置人员发布预警短信
和服务信息共计16.78万余条、5.8亿余
人次。”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顾建峰
说，今年气象部门将重点做好八个方面
的工作：加大力度推进气象科技创新、
提升智慧气象业务技术能力水平、完善
气象灾害防御体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气象保障走深走实、加强气
候经济气象支撑能力建设、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气象保障、提高现代气象治理能
力、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其中，提升智慧气象业务技术能力

水平，就是要推进智慧气象“四天”系统
建设，增强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气象
支撑。

智慧气象“四天”系统包括天枢·智
能探测系统、天资·智能预报系统、知
天·智慧服务系统、御天·智慧防灾系
统。

在天枢·智能探测系统建设上，市
气象局将推动气象+大数据基础云平
台业务运行，优化地面观测站网，重点
在灾害性天气系统上游地区、暴雨灾害
高风险区和高海拔地区监测盲区，增建
100个多要素气象站。

在天资·智能预报系统建设上，建
设高分辨率数值预报系统、智能预报系
统，改进人工智能预警预报技术，发展
智能网格预报、天气景观预报、灾害影
响预报和风险预警技术，构建智能数字
天气预报新业态。

在知天·智慧服务系统建设上，建
设重庆气象移动公众服务系统及支撑
平台，完善智慧电力气象服务系统、智
慧航运气象服务系统和气象融媒体平
台建设，提升公众及行业气象保障能
力。

在御天·智慧防灾系统建设上，建
设智能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开展市、区
县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能力提升建设，推
动移动大数据、移动预警声讯接入智能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实现重庆预警发布
App业务运行。

重庆晴雨预报准确率达82%
今年将增建100个多要素气象站，让天气预报更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