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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腾霄 潘
柠杏 王 鑫）9月16日，“奋进新时
代 书画赞武隆”书画频道进万家
——走进重庆武隆书画名家创作笔会
在仙女山博象美术馆顺利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35名书法绘画大家齐聚一
堂，用笔墨丹青描绘武隆自然之美。

活动现场，书画名家们纷纷挥
毫泼墨、即兴创作，或写或画，一幅
幅刚劲有力、意境悠远的书画作品
跃然纸上。数十幅书画作品饱含着
书画名家们浓浓的激情、满满的热
情。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从
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艺术手法，
以字言情、以画寄情，把对武隆山
水人文的深刻体会赋予笔端，把对
武隆的美好祝福描绘成精彩画卷。

“这次到了武隆之后，满眼都是
绿水青山，到处都是文化遗产，可以
说是抓一把泥土都可以嗅到文化的
味道。”书画名家们对武隆的喜爱用
笔写出来、画出来，不仅营造了丰富
的武隆人文艺术氛围，更进一步推
动我区文化艺术产业向前发展。

“奋进新时代 书画赞武隆”书画名家创作笔会活动顺利举行

用笔墨丹青描绘武隆自然之美

本报讯 （记者 张再行）近日，
记者从区委宣传部获悉，渝味传五洲武
隆名菜网络投票已从9月15日正式开
始，广大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站
投票的方式，为你喜欢的菜品投票。

据悉，经区委宣传部、区商务委
筛选，确定推荐包圆、厥粑炒腊肉、碗
碗羊肉、荞面汤圆、酸汤鱼、金榜题名

烤爽肉、鲵凤养身汤、天麻芙蓉蛋、菜
豆花、碗碗肥肠十道菜作为武隆优选
菜品。在这十道菜中，总票数排名前
三的菜品将入选重庆推荐菜候选名
单，经活动组委会推荐到中国驻外使
领馆、中资机构和驻渝领馆，作为宴
请国外重要嘉宾的重庆名菜，同时在
中国驻外机构线上线下推广。

渝味传五洲菜品投票共分为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两个环节，现场投
票共计 2000 分，由专家评审和大众
评审共同投票相加而得；网络投票每
人每天可投票五次，每次积一票，最
后总分由现场投票数与网络投票数
相加而得。

据了解，网络投票从 9 月 15 日开

始，投票将持续6个月，广大市民可通
过微信公众号投票和网站投票为你喜
欢的菜品投票。选择用微信公众号投
票的市民，第一步打开“智汇八方”公
众号，点击右下角“感知重庆”进入活
动页面；第二步进入“投票入口”；第三
部选择“区县”，进入区县页面，为你喜
欢的菜品投票。选择网站投票市民，
进入网站 https://sr.ichongqing.info/找
到感知重庆渝味传五洲页面，再按照
微信公众号第二、三、四投票步骤为你
喜欢的菜品投票。

渝味传五洲武隆名菜投票开始
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站进行投票

本报讯 （记者 张再行 董卫红）9 月 16
日下午，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培训会结
束后，我区赓即召开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培训会，就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培训。

区委副书记毛大春，区政府副区长邓涛及
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此次会
议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要压
实主体责任，保持疫情防控体系始终处于激活
状态。要高度重视重点人群和社会面常态化核
酸检测，充分发挥“哨点”作用，强化监测预警。
要严格落实“首站首问”责任制和入武“四即”要
求，守住交通入口关、社区排查管控关、重点场
所防控关、入境闭环管控关、个人防护关，严防
输入性疫情。要科学精准，以快制快处置突发
疫情，强化“三公（工）”协同流调、核酸检测、隔
离资源和流动人员管理“四个统筹”，做到应急
响应快、“追阳”要快、风险管控快、核酸筛查
快、转运隔离快、信息报送发布快。要对照国庆
假期及前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防控方案要
求，强化应急资源储备，提升防控关键能力。要
举一反三，立即开展本辖区、本单位、本行业风
险排查，对“首站首问”责任落实不到位、社区排
查不及时、居家管控措施未落实等导致严重后
果的单位和个人，坚决从严处理，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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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 蕊）近日，
市三中院辖区人力社保典型案例研
讨会在我区召开，研究解决当前人力
社保领域法律适用存在的困惑和矛
盾，交流行政执法与行政复议、行政
审判标准。市人社局，涪陵区、南川
区、武隆区、垫江县、丰都县等区县
人社局，以及两级法院行政庭相关负
责人共计50余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主要对“在单位职工宿舍

休息死亡是否应视同工伤”“分包给
个体工商户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认
定”等11个典型疑难案例进行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各方
参与机制的优势，继续加强沟通联
络，通过对典型疑难案例的研究与探
讨，进一步实现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
动，提升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助力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

市三中院辖区人力社保典型案例研讨会在我区举行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 提升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刘 蕊）近日，

市人社局调研组深入我区，通过实地
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调研我区就
业创业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我区创业
孵化基地、平桥镇“一库四联盟”就业
创业服务载体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开
展实地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区就业创业相关
工作情况汇报，对我区人才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对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库四联盟
服务超市打造进行了交流指导。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解决就业创
业工作中存在的难点，把准方向、明
晰思路、突出重点，以更高质量完成
各项指标任务，在全社会营造就业创
业的良好氛围，推动就业创业工作再
上新台阶。

市人力社保局来武调研就业创业工作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营造良好就业氛围

本报讯 （记者 代君君）9 月 19 日，2022 年全区党政
办公室主任培训班正式开班。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办公室主任陈劲出席开
班仪式。

陈劲指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和党的二十
大召开前夕举办这次培训，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全体
学员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举办此次培训班对于加强队伍
建设、担当历史使命、适应形势要求的重要意义；要抓住机
会，提升干事创业的各项素质和能力，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确保培训取得预期效果；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进一步
坚定做好办公室工作的信心，更好地服务全区发展大局。

据了解，此次培训共有117名学员参加，为期5天，培训
内容涉及政务公开、材料写作、公文处理、应急处置等，通
过采取“课堂听＋实地看”的形式，切实加强全区办公室系
统队伍建设，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推动办公室工作
再上新台阶。

2022年全区党政办公室主任培训班开班

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
更好地服务全区发展大局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王 蓁）日前，凤山街道与区
住房建乡建委一起，召集凤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相关社
区，约谈渝兆新天地、廊桥水岸等开发企业，督办主体责任
的落实。

街道纪工委在开展疫情常态化监督检查中发现，企业
停车库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力，对小区业主和外来停
靠车辆均未落实工作人员查验“三码一测”；小区管理混
乱，公共设施安全事故与物业管理部门相互推诿，消防通
道长期被占用，小区业主怨声载道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

工作组明确要求，企业要立即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落实专门的工作人员，配备疫情防控工作证，对所有进
入车辆及人员，全部查验“三码一测”；对停车库乱停乱靠
等行为限期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对存在开发商、物业公司
和业主职责不清、界限不明的问题进行梳理，以便监督和
管理，做好疫情防控、消防等安全工作，为党的二十大顺利
召开营造安全和谐氛围。

凤山街道

开展安全约谈 压实企业防疫责任

本报讯 （记者 王一竹）9月19
日上午，区政协主席、清水溪河长王
频赴羊角街道清水溪开展巡河工作。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清水溪
副河长刘芳敏一同巡河。

当天，王频先后前往羊角街道
新坪村中岭组和道角组，实地查看

武隆铸业水泥制品加工厂、新隆盛
铁路采石有限公司的排污处理运行
情况。调研现场，王频仔细听取了
企业负责人和羊角街道的相关情况
汇报，并就企业现存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

王频指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对周边环境的持续保护，各
企业负责人要始终谨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各企
业要正视自身存在的粉尘污染、带
泥上路等问题，积极采取密闭施工、
路 面 整 治 等 方 式 解 决 环 境 污 染 问
题，做好企业生产水资源循环利用，

杜绝乱排污、乱倾倒现象。各相关
主管单位和部门要主动引导，积极
作为，现场指导，强化污染源防控，
协助企业做好环保测评各项工作，
坚决遏制各种危害水环境行为，共
同维护清水溪优质水源，共同守护
武隆的绿水青山。

王频赴清水溪开展巡河工作

坚决遏制各种危害水环境行为 共同守护武隆的绿水青山

本报讯 （记者 王 颖）9 月 16 日，全国全市森林草
原防灭火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区积极组织有关部门收听
收看。会后，我区随即召开全区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市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相关工作。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全国、全市会
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和落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清当前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森林
防火高压态势。要进一步提升森林火灾扑救的应急准备，
确保快速掌握火情灾情，及时快速上报相关情况。要克服
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时刻保持警惕，发现苗头，
迅速行动处置，确保守住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底线。

区政府副区长邓涛参加会议。

全区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会召开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持续抓好森林防火

以画寄情以画寄情。。

（接一版）从通过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
法典，到审议通过监察法、国家安全法、
外商投资法等重要基础性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
70 件，修改法律 238 件，通过有关法
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99 件，作
出法律解释 9 件。迄今现行有效法
律共 293 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日臻完善。

公平正义，国之基址。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依法公
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
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
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巡回法庭，历时 21 年的聂树斌
案沉冤昭雪。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
机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聂树
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刑
事冤错案件得到依法纠正。

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
司法体制改革紧紧牵住司法责

任制这个“牛鼻子”，“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的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建立健全错案发现、纠正、防范和
责任追究机制，司法机关面貌一新，

司法公信力、审判质效显著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现管

辖范围全覆盖，被群众称为“家门口
的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建成运行审
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
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让
公众知情权有更多的实现渠道；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推动履行

“四大检察”职能……
改革举措环环相扣，步伐进一步

加大、力度进一步加强，守护好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建设从
法律体系向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各环节的法治体系全面提升。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体现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
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
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法治中国的
目标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用法治维护人民权益、保障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全体人民的
法治信仰。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在上海工

作生活多年的黄慧欣喜万分。在上
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江苏路派出所，
她为户籍在外地的孩子申领到一张
身份证。

上海推出的“跨省通办”项目，为
长三角区域内户籍居民异地工作、学
习、生活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服务。

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推动
“中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全面清理“奇葩证明”为群众减
负，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不再“任
性”，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
政决策执行与评估……法治政府建
设换挡提速，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
鲜明印记。

曾经，“门难进”“事难办”，老百
姓对司法机关望而却步怎么办？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司法
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
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
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
法权益的法律援助。”

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项
项司法改革举措直击靶心。

立案登记制改革破解群众“立案
难”，截至今年 6 月，全国法院累计登
记立案 13837.17 万件，平均当场立案
率达到 95.7%。2017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
讼案件67万余件。

人民法院宣告“基本解决执行
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
权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更好保护社
会公共利益，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公
安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
执法公信力迈出新步伐；健全完善

“人人可享”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多元化、专
业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
执法机关立行立改，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法治的信心。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各
地方各部门清理证明事项 2.1 万多
项，有效解决了“奇葩证明”“重复证
明”等问题。

全面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制度，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
纲，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程，“七五”普法顺利完成，公民法治
素养明显提升。

……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法治中国、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持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
广。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