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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今要闻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 见习记者 吴
思）近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重庆市财政局联
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全市事业单位启动绩效
工资制度改革。

据了解，重庆市自2009年起陆续实施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逐步建立总量管理、自主分配的
制度，取得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不合理收
入差距、建立考核分配机制等成效。经过几年
的运行，绩效工资政策激励机制不充分、不健全
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重庆积极推动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重庆市推出三项创新举措，强化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的激励机制。

首先，通过建立绩效工资水平动态调整机

制，在考核事业单位的公益任务完成情况和事
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允许事业单位“做大分配
蛋糕”，并对在创新创造、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
领域作出突出业绩的事业单位给予适当倾斜。

其次，扩大事业单位的内部分配自主权，配
足配好“切蛋糕的餐具”，允许事业单位灵活确
定绩效工资构成比例，并对特殊岗位工作人员
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
分配方式。

第三，给事业单位的“蛋糕”配“奶酪”，实行

激励性特殊报酬在绩效工资外单列，以清单方
式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奖励、高层次人才激励性
报酬、科研人员兼职收入、高等学校教师多点教
学收入、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收入”等14项收入
项目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管理。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新一轮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完善收
入分配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探索按要素分配的改革方向，激发事业单位职
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 通讯员 黄
茜）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
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昨日上午，重庆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活动在
秀山县隘口镇中学举行。

“我们这次演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贯
彻落实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送演出进基层，
让基层老百姓也享受到主城的文化生活。”重
庆歌舞团活动队长尹苍康说。

看完文艺演出后，隘口镇中学老师代蓉告
诉记者，“这种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来宣传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形式生动活泼，大家也学得
非常快，把大家关心的十九大报告内容融入到
节目中，很有意义。”

据了解，除了市级文艺宣传队的两场走进
秀山演出活动外，秀山还专门成立了县级文艺
宣传队，今后将陆续开展数十场“六进”文艺活
动。

本报讯 （记者 蒋艳）在寒冷的冬天，爱
心人士的温暖善举，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第
五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前期工作已
经启动，网络公开募捐所筹善款购买的毛线，
由江北绿叶义工协会分送给有定向捐赠任务
的区县。爱心人士们编织好的毛衣、围巾，将
陆续送到我市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手中。

这样的温暖直抵内心

一条围巾、一双手套，也许在城里孩子眼里
不算什么，可在凝冻山区的农村留守儿童眼里，
就是过冬的宝贝，可以在上学路上不再寒冷。

按照市文明委工作部署，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财政局、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
关工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开展
重庆市第五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为
贫困地区特别是18个深度贫困乡镇留守儿童
和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和温暖。

活动由各区县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华龙
网、重庆交通广播、江北绿叶义工协会、红樱桃
义工协会、重庆慈孝文化促进会、童青网承办，
江北绿叶义工协会是爱心支持单位。

“冬日针爱”活动已经开展了4年，当爱心
人士把毛衣、围巾、手套送到山区留守儿童手
中时，有的孩子感动得流下眼泪。这样的温暖
直抵内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

1.2万斤毛线为爱穿针

第五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的主
题是“情牵一线·为爱穿针”。活动启动后，由

江北绿叶义工协会在腾讯公益开展网络募捐
活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网友们也
发起“爱心接力”。目前，使用网络募捐所得善
款购买了1.2万斤毛线，以及所需针具。由各
区县文明办在城市社区招募编织志愿者，组织
开展冬日针爱义织活动。

爱心捐赠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定向捐赠，
由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
碚、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璧山等
14个区，定向捐赠给万州、黔江、开州、武隆、城
口、丰都、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石柱、秀山、酉
阳、彭水等14个贫困区县的18个深度贫困乡
镇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保障每名留守儿童1套
手套、围巾、帽子，每名孤寡老人1套背心、帽
子；二是自主捐赠。除捐赠到18个深度贫困乡
镇的爱心织物外，其余爱心织物由各区县自主
安排，捐赠给本地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

“我们已将毛线陆续分发下去，邀爱心人
士‘为爱穿针’，让城乡‘情牵一线’。”江北绿叶
义工协会总监黎浩说，目前已经基本分发完
毕，预计1月可以全部回收毛衣、手套、围巾等
成品，并送到这14个贫困区县，“将有1.5万多
名留守儿童、2500多名孤寡老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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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活动走进秀山

为山区孩子送围巾手套
你的善举温暖整个冬天

12月4日，志愿者搬运采购的毛线。
本报记者 甘侠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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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 见习记
者 吴思）明日，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和重庆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九届“重庆·台
湾周”将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台湾周将以“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实现渝台互利互惠”为主题。将举行经贸
活动、青年交流、基层交流加帮扶对接等活
动。

在经贸活动方面，将举办“2017年海
峡两岸中小企业合作重庆峰会”、“渝台文
化创意特色小镇研讨会及项目对接活动”、

“项目投资对接洽谈活动”。届时，全国台
企联、台湾工商团体、两岸经营者俱乐部、
沿海城市台协将来渝实地考察对接。

在青年交流方面，将举办台湾青年
菁英重庆行、青年台商重庆行考察、第
三届“台协杯”两岸青年慢速垒球赛等
活动。

在基层交流方面，将邀请台湾从未到
过大陆的基层民众对重庆进行实地考察交
流。

在帮扶对接活动方面，将充分运用台
湾精致农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助推我市生态
扶贫开发。

参与本届台湾周的台湾嘉宾将以台湾
现代服务业、文创产业、环保产业、现代农
业等产业的中小企业界人士为主，两岸参
与嘉宾预计为500人左右。

资讯

第九届“重庆·台湾周”明天开幕
将举行经贸、青年交流、基层交流加帮扶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徐菊）感受黑科技，
品尝明星小吃，观赏各种演出。12月 7
日，为期4天的第五届中国（重庆）商品展
示交易会（简称“渝交会”）将在国博中心举
行，一场年终狂欢购物、娱乐、消费的盛会
将拉开序幕。

消费+娱乐，尽享异国文化盛宴

本届“渝交会”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
设置了地方特色馆、汽车生活馆、时尚生活
馆、造物空间馆、进口商品馆，邀请到英国、
匈牙利、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山东、四
川等省市及市内各区县2000多家企业参
展。

展品涵盖国际国内名品、优质粮油、
家居建材、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汽车、亲
子游乐、VR科技、游戏互动、美食小吃
等。

展会同期将举办第二届中国西部布达
佩斯之秋电影节、新商业领袖直播、2017
重庆十大商业事件发布、2017重庆国际小
吃节、重庆“嘻哈城市”音乐节、新商业路
演、重庆咖啡文化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配套活动。

“第二届中国西部布达佩斯之秋电
影节”由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举办，将
轮番播放《布达佩斯的回忆》、《粉红奶
酪》等匈牙利著名影片，广大市民在参
展、购物之余，还可以在展览现场尽享异
国文化盛宴。

市商务委副主任熊林表示，本届“渝交
会”紧贴市民购物、娱乐、消费等民生实
际，在主题展览、配套活动、氛围营造等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变，尽可能满
足广大市民不同层次的购物、娱乐、文化消
费需求。

为方便市民前往悦来国博中心，组委
会在12月 7日—10日每天上午9：00时
起，将安排接驳车从渝中、渝北、江北的核
心商圈往返国博中心。

销售+创新，体验尖端黑科技

本届渝交会的广大参展商家既是销售
实体，又是内容创造者。

以N6造物空间馆为例，既有无人值
守超市、共享太空舱、力帆盼达等共享商
业业态，也有电影片场、音乐培训等新兴
服务消费，还有手工凸版印刷、创意手作
等文创产品，以及咖啡、花艺、甜品等时
尚业态。

其中还特别邀请到淘宝线上知名商
家：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经营的小吃店、全
国最大的专业科幻书店、中国手指滑板推

广第一人——耿星创立的手指滑板店等来
渝参展。

N6馆不仅参展业态丰富、新颖，各商
家负责人也多为80、90后创业主体，聚集
了新商业时代的新生代创意群体。

熊林介绍，市民还可在现场体验到最
尖端的黑科技，如VR超级赛车联网竞技、
AR双人三屏赛车、VR枪王沙漠突击，感
受超逼真的AR航空航天科普时空战机虚
拟驾驶。

线上+线下，优惠力度大

据介绍，渝交会是线上线下融合，是直
接面对广大市民和消费者的B2C模式，优
惠力度非常大。

包括苏宁云商、国美在线等国内知名
电商以及西港全球购、盛汇广场、贝莱优
品、中国进口商品城、迈可丽儿等跨境电商
都将亮相。

各参展商家将拿出最大的年终促销
力度。汇集奔驰、宝马、奥迪、福特、别克、
雪铁龙、JEEP、丰田等国内外60多个品
牌的汽车生活馆，单款热销车最大优惠达
4万元，而且现场订车就送3000元装饰大
礼包。

在展会期间，华盛奥特莱斯自有品牌
“欧瑟”旗下的时尚商品、进口商品将有惊
喜折扣。

此外，家电、家居、名特产品等也有不
同程度的优惠。

此外，“2017重庆国际小吃节”将在
国博中心北区室外广场举办，广大市民
可品尝来自阿兴记、正大集团、统一等
100 余家餐饮商家的 200 多种特色美
食、小吃，比如花市豌杂、荣昌卤鹅、丰
都麻辣鸡、城口老腊肉、巫山翡翠凉粉、
合川同德福桃片、磁器口陈麻花、新疆老
酸奶等。

第五届渝交会 后天举行
吃喝玩乐购一应俱全

顾客在渝交会现场挑选进口水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