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华商数码重庆分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本版主编：冉静萍 组版：马诗奇

33QIJIANG RIBAO

齐雨村小操场跑道“变身”全民健身 “渔”乐无穷

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钓鱼比赛收官

一、投票方式

市民投票采取报纸、短信、电

话、微信、手机客户端五种方式。各

类投票方式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

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

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报纸投票为 2019 年 11 月 12 日

9:00至11月16日17:00（以寄出邮戳

时间为准）。其他投票方式为 2019

年 11 月 12 日 9:00 至 11 月 18 日 24:

00。

三、投票细则

（一）报纸投票

1. 2019 年 11 月 12 日、13 日、14

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

三峡都市报、巴渝都市报、武陵都市

报以及各区县党委主办报纸连续3

天刊登选票。报纸选票复印无效。

2. 报纸选票寄送地址：重庆市

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富民兴渝贡

献奖”评委会办公室（市委宣传部

内），邮政编码：400015。

（二）短信投票

1. 2019 年 11 月 12 日 9:00 至 11

月18日24:00，移动、电信、联通手机

用 户 均 可 编 辑 短 信 发 送 至

1069090725000012投票端口号参与

投票。编辑短信时需输入10位候选

人的编号，候选人编号之间用“*”号

隔开，编号输入完成之后以“#”号结

束。例如：当您为编号分别为 01，

02，03，04，05，06，07，08，09，10等10

位候选人投票时，应当编辑短信输

入 01*02*03*04*05*06*07*08*09*

10#，点击发送即可。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 10 名提

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

为无效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

1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

费，短信发送过程中产生费用按照

运营商正常资费标准收取。

（三）电话投票

1. 2019 年 11 月 12 日 9:00 至 11

月 18 日 24:00，电信座机、电信手机

用户均可拨打966114投票热线参与

投票，按照系统提示音进行操作。

当系统提示输入候选人编号的时

候，按键输入10位候选人的编号即

可。候选人编号之间用“*”号隔开，

编号输入完成之后按“#”号确认。

例如：当您为编号分别为01，02，03，

04，05，06，07，08，09，10等10位候选

人投票时，应当按键输入“01*02*

03*04*05*06*07*08*09*10#”。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 10 名提

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

为无效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

1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

费，拨打过程中产生通话费按照运

营商正常资费标准收取。

（四）微信投票

1.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

可关注“重庆发布”或“重庆日报”或

“重庆卫视”公众微信号，进入任一

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上的“富民

兴渝”或者回复“富民兴渝”参与投

票。

2. 每个微信号每天可通过“重

庆发布”或“重庆日报”或“重庆卫

视”任一公众号进行投票。每个微

信号一天仅可投一次。

3. 用户在微信平台投票时，除

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

他任何费用。

（五）手机客户端投票

1.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上游新

闻”和“新重庆”客户端。IOS 苹果

系统在 App Store 上搜索“上游新

闻”和“新重庆”下载安装；安卓系统

在应用宝、百度、安智等应用中，搜

索“上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下

载安装。

2.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

打开“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下

角的“活动”进入活动，参与投票；打

开“新重庆”客户端，点击首屏滚动

图片“富民兴渝”活动链接，参与投

票。

3. 每个手机设备每天可分别通

过“上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参

与投票。每个客户端一天仅可投一

次。

4. 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

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四、投票权重

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

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市

民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在

市民投票中，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

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

计。

五、注意事项

公示投票期间，评委会办公室

将实时公布微信和手机客户端投票

数据（受网络影响，会出现短暂延

时）。投票过程中发现刷票或数据

异常行为，评委会办公室将取消所

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

追究法律责任。

投 票 咨 询 电 话 ：63895045，

63897140。

监 督 投 诉 电 话 ：63895045，

63897140。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市民投票须知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度农村客运、公

交、出租车油价补贴补助方案及清算资金的通知》（渝财公

﹝2019﹞54号）文件精神，对我区2018年度燃油型农村客运

车辆、公交车进行补贴，补贴标准：9 座及以下车辆每月

950 元，10座至 19 座车辆每月 1230 元，20 至 29 座车辆

每月1420 元，30座及以上车辆每月 1900元。

客运企业对符合燃油补贴范围的农村客运车辆、公交

车进行了清理上报，经我处核实，对符合条件的车辆予以

公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于2019年11月13日至11

月19日之内向綦江区财政局、綦江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反

映。

电话：财政局48678041

运管处48661516

重庆市綦江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9年11月13日

重庆市綦江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兑现2018年农村客运车辆公交车燃油补贴的公示

序
号

1

2

3

车牌号

渝BZ1191

渝BZ3887

渝BZ1936

车座数

56

56

56

起点

世纪花城

世纪花城

世纪花城

讫点

龙汇天池

龙汇天池

龙汇天池

补贴标准
(元/月)

1900

1900

1900

实发
月数

12

12

12

补贴金额

(元)

22800

22800

22800

序
号

4

5

6

车牌号

渝BZ2728

渝BY0170

渝BZ1586

车座数

56

56

56

起点

世纪花城

康德城

康德城

讫点

龙汇天池

古剑山

古剑山

补贴标准
(元/月)

1900

1900

1900

实发
月数

12

12

12

补贴金额

(元)

22800

22800

22800

序
号

7

8

9

车牌号

渝BZ1296

渝BZ1297

渝BZ3528

车座数

56

56

56

起点

世纪花城

世纪花城

世纪花城

讫点

明家沟

明家沟

明家沟

补贴标准
(元/月)

1900

1900

1900

实发
月数

12

12

12

补贴金额

(元)

22800

22800

22800

序
号

10

车牌号

渝BZ3830

车座数

56

起点

世纪花城

讫点

温泉

补贴标准
(元/月)

1900

实发
月数

12

补贴金额

(元)

22800

单位：重庆汽车运输集团綦江有限责任公司

綦江区2018年公交车辆燃油补贴公示表

（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李亚雯）为进一步

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促进“体

育＋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1月9日，我

区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钓鱼比赛在

新盛镇忠孝牌坊水帘洞景区举行。

本次钓鱼比赛吸引了77支队伍共

154人参加比赛。比赛分为3.6米手竿

混合鱼重量赛和 4.5 米手竿混合鱼重

量赛两个项目，普通组与专业组同场

比赛，分别计算最终成绩。

现场一声令下，百竿齐发。只见

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各自

携带钓具围坐在鱼塘四周，投食、装饵

料、抛竿、提竿、抄网、取钩，各展垂钓

技能，将一条条鲜活的鱼儿收进鱼护，

尽情享受着垂钓的乐趣。

经过激烈比赛，专业组的茶二哥

队、凹凸队、御林军二队分获前三名；

普通组的区机关事务局、老体协和文

旅委获得前三名。

选手们正在激烈比拼。区文旅委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 郑雪

蕾）“你好，张大爷，这么早就

出门买菜哦。”“是啊，这么早

又来入户了，辛苦。”“哪里哪

里，都是我们该做的。”綦齿社

区第五网格网格员高丽，3 年

间走遍了自己负责网格中的

104户居民，先后被评为“古南

街道十佳网格员”和“綦江区

优秀网格员”。

高丽是古南街道网格管

理中的一员，该街道目前有62

名网格员，平均年龄 38 岁左

右，平均学历高中以上，分布

在城区12个社区，服务6万余

人，涉及的工作有信息采集、

综治维稳、民政服务、城市管

理等。

“做群众的贴心人、做上

下的联络人、做信息的传达

人”是古南街道对网格员的工

作要求和期望。为更好地发

挥网格员的作用，该街道着力

推进“三化”工作。一是智能

化，建设古南街道网格信息

网，网格员入户后可以通过手

机网页及时录入各项信息，全

街道网格员共享信息数据。

二是制度化，实行社区工作周

例会、街道学习季度会、年中

和年终总结会的会议制度，保

证工作及时安排、知识及时更

新、经验及时交流。三是规范

化，实行“党建+”模式，以网格

为单位设立党支部，以楼栋为

单位设立党小组，形成“社区

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为基本框架的党组织体

系，由党员网格员担任党支部

书记，基本实现“人在格中走，

事在格中办，问题在格中解

决”。

为有效管理网格员，该街

道还制定了“两级三方”管理

考核制度，由街道统一负责社

区网格员人员面试及分配，社

区负责网格员网格分配和具

体工作安排，年终由街道综治

办、派出所、社区三方根据网

格员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打分，结合综合考核评比“古

南街道十佳网格员”，确保网

格员在基层、在工作、有干劲。

据悉，古南街道网格员队

伍建立以来，社区干部到户率

达到 100%，信息精准率达到

95%以上，大大提高了矛盾基

层化解率，不管是从服务群众

还是风险防控上，都起到了很

大作用。

古南街道以网格化推进基层治理

一张网服务千万家
10月23日至11月6日，我区组成招聘小组分

别前往河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进行现场招聘，98名考生通过考试

进入签约环节，其中研究生25名、本科生73名。

通讯员 丁学斌

清扫滨江道、为社区空巢老人送温暖、义诊

……连日来，石角镇机关支部、石角镇中心卫生院

党支部等多个基层党组织组织63名党员到社区，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5场，惠及辖区群众近300

人。

通讯员 周倩

11月11日，区公安局到永新镇开展“走进千家

万户”向群众报告工作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网络

诈骗情景剧、展示交通手势操，工作人员向群众发

放诈骗防范宣传资料400余份，并现场讲解吸毒、

醉酒驾驶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

意识。

通讯员 彭洲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杰）近日，

笔者在石角镇齐雨村小学看到，该校

操场塑胶跑道已经竣工投用，孩子们

正在跑道上尽情奔跑，笑声朗朗。

石角镇齐雨村小学距离綦江城

区40公里，全校共有6个年级、122

名学生，15 名教职员工，是全区最

大的3所村小之一。3个月前，齐雨

村小操场跑道由泥土、煤渣铺就，坑

洼不平，学生很容易摔倒，并被小石

块弄伤。

在市大爱渝商慈善基金会、区

慈善会的帮助下，五四互娱科技有

限公司来到该校考察，决定为该校

捐赠11万元辅设塑胶跑道。如今，

该校操场塑胶跑道如期竣工建成，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在竣工捐赠仪式

上进行了捐资。

本报讯（通讯员 张绍祥）近

日，工业园区一企业向区人力社保

局咨询，公司招聘了一名建卡贫困

户职工，但该职工主动申请不参加

社会保险，并表示若发生工伤自行

承担责任，该职工的申请有效吗？

区人力社保局为此解答，《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均

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为职工参加社

会保险，用人单位和职工按法律规

定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职工个人

应承担的部分由用人单位履行代扣

代缴的法定义务。所以该职工的申

请和承诺与法无据属无效。用人单

位应按规定申报补缴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员工主动申请不参保，用人单位该咋办？

11月9日，松藻公司举行“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消防技能竞赛。

8支志愿消防代表队，分别参加了两盘水带连接、100米干粉灭火器扑灭油盆

火、60米往返接力赛3个项目的角逐。最终，运销部代表队夺得团体第一名，

建生公司和公司机关代表队分获团体第二名、第三名。 通讯员 刘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