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要闻
2021年7月28日 星期三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朱兴羽 责校 罗文宇 王志洪

0202

产生垃圾就应承担分类责任
市民自驾应自带垃圾收集装置

“市民以家庭为单位开车出行时，尤其是
家庭自驾时，车上应当携带垃圾收集的装置，
比如说竹篓、可降解塑料袋等，来履行垃圾生
产者的义务。”在分组审议现场，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李洪亮第一个发言。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建议在条例的
相关条款中，明确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
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

为何这样建议？李洪亮认为，垃圾分类
归根结底要从个人做起，在条例中增加一款，
是为了让垃圾产生者更好地承担起责任，倡
导市民爱护环境，从源头做好分类和减量工
作，让条款的落地实施更具可行性。

李洪亮说，市民在车上产生的垃圾，就应
该有义务必须把它收纳好。而对于个人出行
来说，也应当鼓励随身携带收存垃圾的设备，
以收存自己产生的痰、纸巾等垃圾。

“用这样的规定，从源头减量上把垃圾分
类的义务和责任落实，才可以让条例更好地
实施。”李洪亮说。

“各级人民政府”改为“国家机关”
这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

“总的来讲这个条例已经比较成熟，但个
别条款我觉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陈彬发言，他一共提出了八个修改
意见，每个意见都有理有据。

陈彬首先“自加压力”。他打开二次审议
稿，读起其中的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应当加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的宣传教育，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我建议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改为
国家机关。”陈彬说，这项工作不仅仅是政府
部门的工作，也是人大、法院等机关应该做好

的工作。
事实上，在条例草案首次审议时，就有常

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增加国家机关及工作人
员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

市人大法制委采纳了该建议，新增一条
作为二次审议稿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家机
关、国家工作人员在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中不
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机
关、所在单位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对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或者处理。”

把每句话说“干净”
让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

陈彬还提到了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五条中
的“禁止将厨余垃圾投入市政雨（污）水管
道”，“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认为任何
垃圾都不应该投入这个管道。”陈彬建议将

“厨余垃圾”修改为“生活垃圾”。
陈彬对农村的厨余垃圾处理也很关注。

他特别提到第三十五条中的“厨余垃圾优先
采用生化处理、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或者无害化处理，农村地区可以就近就地处
理”。

“我觉得这句话没说‘干净’，可不可以改
一下？”陈彬口中的这个“干净”，一语双关。
他希望这个条款能说得更清楚，更希望通过
条例的施行让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

陈彬指出，农村厨余垃圾已经基本实现
了就近就地处理。现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是就近集中处理，防止污染环境。因此，他建
议将“就近就地处理”修改为“就近集中处
理”。

“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关系着千家万户，每
一个细节都要尽量想到，尽力完善。”在分组
审议时，有多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将《重庆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市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审议，让全体市人大代表参与讨
论，一起来当垃圾分类的“宣传员”。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王倩

据重庆日报消息 7月26日，重庆市
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提出的系列重要指
示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通报上半年

经济形势，对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部
署。市委副书记吴存荣主持。有关市领
导出席。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全
市上下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对标国际一
流，聚焦企业需求，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改善我市营商环境，有助于
实现“两地”“两高”目标，有助于更好发挥

“三个作用”，有助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有助于促进政治生态

持续改善。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全
局、战略的高度，切实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事关“国之大者”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
抓好，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

陈敏尔强调，要切实明确优化营商环
境的目标要求，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聚焦市场化发力，以企业评价为第一
评价，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感受，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聚焦法
治化发力，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让
每一位企业家和投资者吃下定心丸、安心
谋发展。聚焦国际化发力，加强与国际通
行经贸规则对接，在制度型开放上迈出更
大步伐。要牢牢把握优化营商环境的路
径抓手，强化问题导向，拿出新招实招，增
创重庆营商环境新优势。深化战略和政
策落地，落实国家战略，用好各类政策，让
政策“含金量”变成企业获得感。加强依
法治市，严肃执纪执法，让市场主体安心
经营、放心投资。突出数字赋能，打造数
字政府，构建数字营商环境。提升配套功
能，彰显“近悦远来”优势，吸引更多人才
和企业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做到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规

规矩矩。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做营商环
境建设的实干家、促进派，在全社会营造
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

陈敏尔对当前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
续用力抓好有效投资、助企纾困、消费挖
潜、外贸外资、民生保障等工作，着力巩
固恢复性增长好势头。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毫不放松抓实体经
济，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加快培
育内陆开放新优势，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统筹发展和安
全，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切实
加强防汛抗旱，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
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创新社会治
理，提升安全发展保障力。要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集中换届
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唐良智强调，要以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城市建设为抓手，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要着力优化市场环境，畅通市场准
入，规范市场秩序，改善要素供给，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推广企业

简易注册改革试点，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
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深
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着力优
化法治环境，健全法规体系，规范监管执
法，加强司法保护，继续做好营商环境方
面法规规章立改废释工作，加快制定监管
权责清单，完善诉讼服务体系，依法简化
审理流程。要着力优化开放环境，高质量
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自贸试验区，高
标准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增强高新
区、经开区等开放功能，集聚新型开放主
体，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优化口岸功能
和布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要着力优化政务环境，推进审批服务
提速、网上服务提能、政策服务提效，加快
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将
更多高频服务事项纳入“渝快办”，提高政
策的有效性、知晓度、兑现率。要着力优
化政商环境，厚植情怀、用心服务，主动担
当、履职尽责，言出必行、守信践诺，亲而
有度、清正廉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
把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各区县、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
经开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部分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

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陈敏尔出席并讲话 唐良智作工作部署

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审议生活垃圾分类立法 他们“抠字眼”“抓细节”
7月27日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重

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
稿）。这是时隔两个月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再次审议该条例草案。

这次审议的二次审议稿，是市人大法制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和收集到的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会同市人大城环委、市城市管理局对
条例草案修改完善而成。

虽然已是“改了又改”，但为了让条例更严谨、更具操作性，不少常委会
组成人员在审议过程中还是“抠字眼”、“抓细节”，对二次审议稿提出了审
议意见。

7月27日下午，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举行联组会
议，对市政府消防工作开展专题询
问。

专题询问是人大监督的重要
形式。专题询问历时近 3 个小
时，共有10人在现场发言询问。
在参加专题询问的11个单位中，
市消防救援总队被“点名”最
多。面对频繁被“点名”，市消防
救援总队总队长李俊东没有任何
回避，直面问题一一作答。在一
些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李俊
东更是“自揭短板”，表示“压力
很大”。他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
做好消防工作。

8027栋无水高层建筑
全部整治完毕

市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院长邱景富：全
市共有高层建筑3.6万栋，请问市
消防救援总队，如何提升高层建筑
抗御火灾风险能力，有效预防和遏
制高层建筑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李俊东回答介绍，重庆的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工作一直是火灾防
控的重点，也是难点。重庆地势的
特点，水上不去、车进不去、人上不
去的问题凸显。

近年来，全市对3.6万栋高层
建筑逐栋摸排建档，建立责任三张
清单，一楼一册制定详细整改清
单。截至6月30日，根据各区县
上报的情况，8027栋无水高层建
筑全部整治完毕。

同时，李俊东也毫不避讳提出
目前存在的问题。“客观上，重庆高
层建筑‘密、奇、旧’的特点突出。
从管理机制上来说，‘四难’问题还
有待破解，即生命通道根治难、整
改资金保障难、管理责任落实难、
居民安全意识提升难。”李俊东表
示，下一步将逐项落实市政府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三年提升计划，进一
步强化火灾防控体系。

全市378个古镇古寨
“一镇一册”实施消防安全改造

市人大代表陶剑波：在古镇
古寨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方面，请
问市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了哪些工
作？

“针对古镇古寨消防安全，我
们开展了一系列整治工作。”李
俊东说，首先，重庆以市政府名
义拟好了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市
消防救援总队联合文旅、民宗、
住建等部门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
全排查。

“全市共有378个古镇古寨，
要求属地落实责任，务必全部排查
摸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把隐患
都排查出来。”李俊东说，当前，重
庆正按照“一镇一册”“一寨一册”，
实施古镇古寨改造。

“那么如何适合古镇古寨的特
点，做到消防安全健全？我们想了
很多办法。”目前来看，主要需要解
决的就是原来存在的欠账进一步
还清，现在要改造的一定要注重消
防安全。对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
对责任街道、镇的负责人要挂牌公
示责任人，解决还掉老账、不欠新
账。

李俊东坦言，重庆的消防安全
压力很大，主要呈现“一高一低”。
高有高层建筑，低有地下商业门
面、车库、地下车站等，这些都给抢
险救援、火灾防控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

“这些工作需要全社会、各行
业部门共同努力。今天市人大进
行了消防工作专题询问，我感受很
深刻，下一步将全力以赴进一步做
好消防工作。”李俊东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
波 王倩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专题询问消防工作

市消防救援总队“自揭短板”
希望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