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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市人大工作巡礼
建议办理篇

携手行千里 同心致广大
——2019政协工作回眸

（一）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主要负
责综合协调、目标管理、督查督办、宣传、机关
事务、涉外事务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4号楼4楼408，联系电话：68606272。

（二）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主要负责
组织、干部、机构编制、人事人才、非公党建、
统战侨台、群团建设、离退休人员管理、机关
党建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4号楼4楼412，联系电话：68159812。

（三）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主要负责
发展改革、商贸、工业和信息化、军民融合、大
数据应用、农业农村、统计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4号楼3楼326，联系电话：68410660。

（四）重庆高新区财政局，主要负责财政、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金融、内部审计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4号楼3楼309，联系电话：68154309。

（五）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
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准入和监测、
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2楼204，联系电话：68601388。

（六）重庆高新区建设局，主要负责住房
和城乡建设、人民防空和民防工程、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 委 会 2 号 楼 1 楼 101、104，联 系 电 话 ：
68410100。

（七）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主要负责
教育、卫生健康、民政、文化旅游、退役军人服
务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3楼308，联系电话：68604716。

（八）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主要负责
综合行政执法、应急管理、政法综治、司法行
政、信访稳定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3楼305，联系电话：68600835。

（九）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要
负责规划和自然资源、林业管理保护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2楼207，联系电话：68606895。

（十）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
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市场秩序等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市场主
体统一登记注册、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
等工作。

地址：科城路77号A栋1楼，联系电话：
68630146。

（十一）重庆高新区土地利用事务中心，
主要负责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等具体事务性

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2楼211，联系电话：68601268。
（十二）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主要

负责科技创新、科技企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4号楼3楼302，联系电话：68624256。

（十三）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
中心，主要负责行政审批事项、服务事项集中办
理服务；承担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扶
贫、体育、民族宗教、残联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 委 会 2 号 楼 3 楼 315、316，联 系 电 话 ：
68680179。

（十四）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主要负责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具体事
务性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 号高新区
管委会2号楼4楼404，联系电话：68602982。

（十五）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主要负责
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出入境事务
等工作。

地址：重庆高新区高腾大道
996号，联系电话：68378211。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职能机构及办公地址

富民兴渝贡献奖颁奖典礼
今晚重庆卫视播出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梓涵）他们是敢闯敢试、苦干实
干的杰出代表；也是实干兴邦、奉献社
会的时代典型。2019年 12月 27日
晚，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
正式揭晓。其中，肖学文、王时龙、袁
刚伟、黄廷炎、邹全明、王金山、江奉
武、杨浪浪、陈恩之、孙耒来10人获得
富民兴渝贡献奖；中移物联网有限公
司、邓文中获得特别奖。

今晚9点20分，2017-2018年度
富民兴渝贡献奖颁奖典礼将在重庆卫
视播出，12位获奖者及集体代表将一
一亮相，在台前向大家分享了自己与
重庆一起奋斗的经历。

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龙舞(铜梁龙舞）代表性传承人——
78岁高龄的黄廷炎，还和自己的徒子
徒孙们共同献唱了一场龙舞表演，获
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为表彰对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和争得巨大荣誉的
先进人物和杰出人士，1997年10月，
市政府设立“重庆市争光奖”，市委于
1998年7月设立“振兴重庆杰出贡献
奖章”。2000年，两奖合并为“振兴重
庆争光贡献奖”，2014年更名为“富民
兴渝贡献奖”。目前已评选17届，188
人次（包括特别奖）获奖。

央行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资金8000多亿元

据新华社电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
银行1日对外宣布，决定于2020年1
月 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降准是全面降准，体现了逆周期调节，
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有效增加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
源，降低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
金成本，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此
次全面降准中，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
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的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
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获得长
期资金1200多亿元，有利于增强立足
当地、回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
民营企业的资金实力。同时，此次降
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
元，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社会融资实
际成本，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

高新区管委会1日起对直管园实行一体化管理

2020年1月1日，重庆晨
报·上游新闻记者从重庆高新
区获悉，按照中共重庆市委、重
庆市人民政府决策部署，根据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要
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
起，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对直管
园实行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
依法行使有关市级行政管理权
和区级行政管理权。

第一发
布

“外卖”是否干净卫生，社会各界普遍关
注。在2019年年初召开的重庆市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李春秀提交了相关建议，
呼吁加大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监督力度。

针对代表提出的“建立第三方平台审核相
关资质工作机制”建议，去年11月，市市场监管
局通过购买服务，启用信息化手段对“美团”“饿
了么”等第三方外卖平台落实审查登记等义务
情况进行监测，现已进行了首次随机监测，发现
异常数据298条，查实后要求逐一下线。

代表提出建议

“当前，通过点‘外卖’解决一日三餐逐渐成
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李春秀代表在建议中表
示，通过调研发现，当前网络餐饮食品经营仍然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为此，李春秀代表建议，相关监管部门要全
面履行对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将
网络食品安全监督工作纳入相关工作考评体
系，确保监管部门主动履职、及时履职、有效履
职。此外，还应建立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审核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相关资质的工作机
制，确保第三方外卖平台切实履行平台责任。

已进行在线监测

该建议由市市场监管局办理。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餐饮处了解到，2019年年初，该局分
管领导带队到“美团”“饿了么”重庆分公司调研
指导，详细了解网络餐饮发展状况，督促第三方
外卖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该局餐饮处
先后3次约见平台食品安全管理员，指出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督促及时改进完善。

针对代表提出的“建立第三方平台审核相
关资质工作机制”建议，市市场监管局每周将餐
饮许可数据推送第三方外卖平台公司，便于其落
实审查登记义务。同时，要求第三方外卖平台每
个季度向市、区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数据，加强有针对性的监管。

去年11月，该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购买第
三方网络餐饮在线监测服务，运用信息化手段
对第三方外卖平台落实审查登记等义务情况进
行监测，目前已进行了第一次随机监测，发现无
证、假证、超期等异常数据298条，已督促第三
方外卖平台逐一核实，对查实的及时下线。

市市场监管局还督促“美团”“饿了么”等第
三方外卖平台认真落实审查登记、日常抽查等

义务

累计检查3.47万家

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方面，2019年，市市
场监管局在全市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检查
行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按照50%比
例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进行抽查，累计检查
餐饮服务提供者3.47万家。

抽查共发现无证、冒用或使用虚假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商户95家，未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120
家，未在网上公示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
515家。抽查后，市场监管部门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327份，督促第三方外卖平台下线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1477家，取缔无证经营6家，
立案查处21件。

备受市民青睐的“网红餐馆”成为了监管
的一项重点，2019年共抽检网络餐饮食品299
批次。

目前，全市已备案的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及其分支机构、自建网站11家，备案率达
100%；登记管理第三方外卖平台代理商、直管
区联络点、配送站85家，登记率100%。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6万余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重庆对外卖餐馆资质启动在线随机监测

轨道列车穿楼而过的李子坝站、二次元的
海棠溪站……

重庆的轨道交通凭借其独特的地形地貌，
已成为城市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是展示
重庆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政协重庆市委员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期
间，民建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翁振杰提出的《关于提升轨道交通
广告宣传品质的建议》得到市政协和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

经过清理、美化、提质等工作，如今，各轨道
交通站点的广告品质有了大幅提升。

轨道交通需要好“品相”

据介绍，高速发展的重庆轨道交通已成为
国内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得近几年重庆
成为“旅游热门城市”。

轨道交通网，不仅便利群众出行，而且大大
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品质。

然而，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将轨道
交通广告宣传建设成更加现代文明，作为宣传
重庆、展示重庆的重要窗口，是一个值得有关部
门高度关注的问题。截至2018年底，重庆轨道
交通运营线路已开通10条，每天数以百万计的

人来往于城市间，车站数量已达178座。轨道
交通在成为现代公共交通主要工具的同时，已
成为城市对外形象宣传的重要窗口、推动城市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传播先进文化、提升品质生
活的重要途径。

但仔细观察感到，重庆轨道交通的文化建
设品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轨道列车及
站台的广告宣传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一是轨道交通的广告宣传缺乏统一的规划
设计。从形式到内容对重庆巴渝文化、人文景
观、新时代发展等城市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展示
不够。

二是制作比较粗糙，美化、亮化和智能化不
够。

三是管理不到位。出现一些粗俗的小广
告，个别站台还发现美容、减肥等极易误导消费
者的广告宣传。

四是宣传生态保护、美丽之都、传播传统美
德等公益广告的投放不够。

提升轨道交通广告“品味”

在这份提案中，为进一步推动重庆城市形
象窗口——轨道交通广告宣传的提升性建设，
政协委员提出相应的建议。

首先，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加强对
城市列车及轨道站台广告宣传的规范化管理。
建议制定《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广告管理办

法》，在制度层面上使轨道交通广告宣传在传播
方式和内容上的品质得到保证，推进轨道交通
广告宣传高品质、高智能的形象打造。

要统一规划、设计，使轨道交通的广告宣
传既有各板块的个性特色，又有凸显主题的
整体感。多制作一些大气、明亮、智能、高端、
有文化品味的现代广告箱牌，生动展现美丽
之都的山山水水、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
福生活。

与此同时，要定期开展对城市列车及轨道
站台不文明现象的专项整治行动。

新增公益画面500多张

市国资委企业二处副处长张敏介绍，收到
翁振杰委员的提案后，2019年4月开始，轨道
集团就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一起开始轨道
交通广告清理和提质工作：

一是对这些粗俗广告全部进行了撤除；二
是对一些小广告不规范的地方全部进行了清
理；三是在硬件方面做了一些提升和美化。

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完成全
线所有车站低级、庸俗、违规张贴小广告的清
理；完成全线网约7000多块广告灯箱、10000
多块PIS设备的清洁工作；新增公益画面500
多张、公益视频50000多分钟；对大型站点的
媒体设备进行了优化升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生 岳慧

利用广告艺术，轨道交通已成展示重庆的新窗口

直管园范围
重庆高新区直管园范围包括：西永微

电园全域，沙坪坝区曾家镇、西永街道、虎
溪街道、香炉山街道全域，九龙坡区白市
驿镇、走马镇、含谷镇、巴福镇、金凤镇、石
板镇全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