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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文

明，广大市民是文明城市创建的
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文明之
本。在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中，渝
北区把增强市民道德水准、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放在与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改善
城市人居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
通过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提升
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以此打下
渝北长久发展的根基与灵魂。

“渝北文明八条”
推动文明礼仪养成

“红灯我不闯、垃圾我分类、走路
我靠右、遛狗我牵绳、吃饭我光盘、排
队我自觉、粗话我不讲、停车我规范，
让文明行为在渝北落地开花。”这是
渝北区整理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易出
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后，归纳出的

“渝北文明八条”。
为贯彻《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渝北区委宣传部牵头抓好“渝北
文明八条”落地，开展“争做文明有礼
渝北人”活动，规范文明行为，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网话”推进八大文明
行动，开展各类主题活动640余场。

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
这样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渝北人
认可。

“为杜绝浪费行为，食堂目前实行
动态管理，即提前一天统计用餐人数，
做到精准供餐。”“我们把大餐盘变

‘小’，早餐包子、馒头及花卷做小一
点，鼓励大家勤取少拿。”回兴街道机
关食堂管理人员说，机关食堂践行“光
盘行动”除发放“光盘”倡议书外，还在
食堂的墙上、餐桌上及取食物处都张
贴摆放了“光盘行动”的温馨提示，特
别安排值班人员作为监督员，时刻提
醒大家吃多少取多少，杜绝浪费。

如何让“吃得文明”在社区落地
生根？回兴街道科桐路社区党支部
书记李娜介绍，科桐路社区在倡议

“吃得文明”的活动中，走进小区居民
家，加强节俭美德宣传。社区还成立
了志愿者服务队，走进餐饮企业，深
入餐馆、食堂，一边组织开展深化“吃
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培训，一边
引导就餐群众按需点餐、剩菜打包，
让“勤俭节约 爱惜粮食”成为了一种
新风尚。

同时，渝北区各级各部门还开展
陋习矫正行动，公安部门加大力度规
范不文明养宠物；各镇街、城管、公安
等联合执法，对占道打牌、喝茶等现
象进行规范；各镇街组建文明劝导志

愿服务队，加大对争吵谩骂、随地吐
痰、乱丢烟头等不文明行为的劝阻和
制止力度。

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十抵制十提倡”，渝北区已开展“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331场。

为了更好地传承乡风民俗，王家
街道玉峰山村结合自身特色，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新建了渝北首个以
婚礼为主题的民俗展厅。

带有坡屋顶、小青瓦、灰瓦脊、白
瓦头、三角檐、白粉墙等巴渝民居特
色的大门让人眼前一亮，唤起了儿时

关于乡村的最美好的记忆；再往里
走，一面承载着对新人祝福的爱心
墙，让人充满对爱情的向往。村干部
罗晓容介绍，婚俗展厅一方面请村里
老人讲他们结婚时候的情境，一方面
又在全村搜集不同年代结婚时的物
件，“下一步，我们将邀请更多新人到
我们展厅来举办集体婚礼，把这个婚
俗展厅推广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把我
们美好的乡风民俗传承下去。”罗晓
容说。

统景镇则针对一些村民在建新
房、结婚、老人祝寿过世等时都要请
客，少则几桌，多则几十桌的不良习
俗，开展了集中整治。

在移风易俗中，该镇通过引领教

育、村规民约等约束，让群众明白了
大操大办不仅浪费金钱，也浪费时
间，从而自觉抵制大操大办的旧俗。
目前，全镇已基本杜绝了大操大办，
文明节俭办婚事等新风尚悄然形成。

在如今的渝北乡村，农民都以能
被评上道德模范、好儿媳、文明家庭
等为荣，因为这证明自己在家里对老
人孝顺、对幼小慈爱、对友邻友善。
在乡亲们的眼中，这样的家庭是值得
敬重的。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成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助力乡村振
兴的强劲动力。

公益广告
扮靓城市风景线

“就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
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
不在、无时不有。”渝北区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如今，渝北区的公益
广告宣传进入了更加生活化、大众

化、艺术化的新境界，进一步深化了
文明风尚。

渝北区举办公益广告创作大赛，
发放各类文明宣传品17类 62.3万
件、《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2万
册、《渝北区市民文明手册》39万册，
发布户外公益广告超8万平方米，区
内媒体刊播公益广告23个版、1400
余条次，在电梯发布公益广告2600
余处、覆盖100万余人，全媒体、全方
位营造文明氛围。策划开展“奔跑
吧！文明渝北人”等线上主题活动6
期，吸引20余万人次参与。

在渝北的每个社区、公园、广场、
商场，你都会与公益广告不期而遇，
画面亲切生动，话语温暖人心。

“每次出门走在街上，都能看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吃得文明等
主题的公益广告。”家住新牌坊的市
民陈女士说，“公益广告点缀在渝北
的街头巷尾，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什么
是真善美！”

王彩艳 杨敏

文明引导志愿者向市民传递文明城区宣传手册 摄/胡瑾

渝北首个婚礼主题民俗展厅，新人在这里拍婚纱照 摄/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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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赋能 锻造重庆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引擎

工业设计如何赋能消

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重

庆消费品工业下一个破浪

风口在哪里？重庆制造如

何更有为、有位？

9 月 8 日，随着“创客

中国”消费品创新设计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的圆

满落幕，这一系列引起业

界高度关注的课题答案也

浮出水面。

博采众长，一次大赛打开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突破口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下，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市场空间更加广
阔。“十四五”时期，工信部大力推进工业
设计与制造业全领域深度结合，市委、市
政府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各项政策
利好不断释放，重庆消费品工业发展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紧跟消费趋势，着力培育产业创新
链价值链高端制造能力，是我市消费品
工业抢占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首要选择。

“工业设计是连接科技创新与市场
需求的‘最后一公里’，对促进消费品工
业发展引领、功能提升、文化融合等具有
重要作用。适应消费升级大势，需要以
强大的工业设计创新能力为引领。”市经
济信息委副主任王任林表示。

为更好地发挥创新赋能作用，推动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在工业和信息
化部的支持下，由市经济信息委、巴南
区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消费品工业创
新设计研究院承办的“创客中国”消费
品创新设计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于
4月 20日正式启动，吸引到来自全国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超7000人
次参与,征集作品3000余件。在经过
初评、复评及终评答辩环节后，50个作

品入围复评，21个作品晋级终评，并在
昨日举办的“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颁奖盛典上进行了揭晓和颁
奖。

据了解，此次大赛是“创客中国”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的重要专题赛事之
一。作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首度
以消费品工业为主题的工业设计大赛，
本届大赛在业内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
参赛者的积极响应。参赛作品包括食
品、轻工、纺织服装3个大类别，涵盖休
闲食品、火锅底料、饮品、茶叶、家具家
居、工艺美术品、小家电、服装服饰、鞋类
等20余个行业类别。

据重庆消费品工业创新设计研究院
院长周立钢介绍，本届参赛及入围作品
既有体现新消费趋势的创意设计概念类
作品，也有已经批量生产投入市场的新
产品设计作品，充分体现了工业设计引

领消费潮流动向、提升产品市场营销能
级、激发碰撞产业跨界融合动力的大赛
举办初衷，为打造成为业界极具参考价
值的专业赛事奠定了基础。

以赛促创，让工业设计
“赋值”能力成为创新抓手

为充分利用大赛作品终评期间国内
工业设计知名专家来渝评审的宝贵机
会，聆听专家真知酌见，了解消费品工业
设计新风向，促进行业间交流，大赛于9
月8日同时举办了“设计创新转化，产业
融合发展”主题论坛活动。

本次论坛上，国内知名设计专家分
别就设计创新转化，产业整合发展进行
精彩的主题演讲和案例分享。此外，评
审专家和参赛企业代表也就消费品工业
设计如何提升品牌影响力、工业消费品

设计人才培养、人才智库平台的搭建等
一系列问题，根据各自专业领域进行了
经验分享并对重庆消费品工业创新发展
建言献策。

“专家们的精辟论述，必将为激发
我市消费品工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深
入挖掘巴渝文化，汇聚山城民俗特
色，加快形成品种丰富、品质高端、品
牌强大的消费品工业发展新格局带
来新的思想和力量。”获奖团队之一
的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丁薛文表示。

接下来，本次大赛还将在巴南华熙
LIVE·鱼洞举办大赛优秀设计作品展
览，以促进消费品行业合作与交流，推动
大赛成果转化落地，打造消费品行业创
新创意交流展示、产业对接、品牌孵化、
产品推广平台。

以创新作为重点，重庆发力消费
品工业的方向清晰明确。据介绍，按
照《重庆市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有关工
作部署，市经济信息委与巴南区政府
达成战略合作，共建重庆市消费品工
业创新生态区。随着重庆消费品创
新设计研究院、消费品直播基地等一
系列项目落地，以及“渝见美品”重庆
消费品品牌直播周、中国(成渝)美食
工业博览会、重庆消费品创意设计大
赛等活动的成功举办，集“创意设计+
直播基地+产业孵化+智造基地+产
业联盟+产业基金+节会活动+贸易
中心”为一体的创新生态区建设已初
具成效，为推动全市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消
费品工业产业集群提供了良好的产
业生态体系支撑。

汪正炜
图片由重庆消费品工业创新设计研究院提供

“创客中国”消费品创新设计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

创新创意消费品组

作品名称

有色潮流剃须刀

Music blocks
（音乐积木）

唐仕女面妆

移动供电无人机

“Care”适老化健康检
测+饮食搭配机器人

国礼级彩钛工艺—月
陨茶具

“好梦灯”系列·灵犀灯

S1智能影院投影仪

蓝色烟囱 意大利面

时光梅酒

巴渝特色消费品组

作品名称

国博衍艺冷酸灵专研
抗敏感牙膏

传统手工艺的当代新
生—构建“互联网+
传统手工艺”的植物
编织商品产业链

荣昌陶剔刻教具

良人·火锅食器

映像山城

徒步重庆—景点地图
文创设计

山城沱茶——品味多
面重庆

定心茶园——四季茶

手工麻花礼盒

一锅渝洲情

牛肉干——牛浪汉

发布团队

深圳佳简几何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师范大学-乐创工坊

毫州学院-唐仕女妆团队

山东艺术学院-无人机团队

四川美术学院-川美小分队

重庆泰坦科技有限公司

宠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热浪创新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

发布团队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美术学院—绿色设计研究
院团队

重庆大学—荣昌陶剔刻团队

重庆大学—良人团队

郑州工商学院—映像山城团队

重庆大学—徒步重庆团队

重庆山语溢香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二圣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
公司

杭州宋大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重庆莉莱食品有限公司

奖项
创新创意消
费品金奖

创意设计奖

创意设计奖

创意设计奖

创意设计奖

创新产品奖

创新产品奖

创新产品奖

创新产品奖

创新产品奖

奖项

巴渝特色消
费品金奖

巴渝特色
设计奖

巴渝特色
设计奖

巴渝特色设
计奖

巴渝特色
设计奖

巴渝特色
设计奖

巴渝特色
产品奖

巴渝特色
产品奖

巴渝特色
产品奖

巴渝特色
产品奖

巴渝特色
产品奖

“有色潮流剃须刀”荣获创新创
意消费品金奖

“国博衍艺冷酸灵专研抗敏感牙
膏”荣获巴渝特色消费品金奖

21个作品荣获“创客中国”消费品创新设计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大奖

“设计创新转化，产业融合发展”主题论坛昨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