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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亚兰）近日，重庆高速

执法三支六大队联合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非法营运

专项整治行动和“打击非法营运你我共同参

与”的拒乘“黑车”宣传活动。

本次行动由三部门执法人员成立联合执

法小组，以定点检查与流动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排查登记 9 座以上汽车、“两客一危”、网约

车、出租车、私家车等重点车型，严厉打击非法

营运“黑车”和客运经营违法行为。本月以来，

我区累计查处非法营运违法行为3起。

下一步，重庆高速执法三支六大队将进一

步加大与各部门联勤联动频次力度，充分利用

高速大数据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优势，对非法

营运“黑车”进行精准甄别和严厉查处，全力守

护群众平安回家路。

重庆高速执法三支六大队执法人员提醒，

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多，市民乘车时注意保管好

随身贵重物品，出行选择正规安全的交通工具

出行，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市民若在返乡途

中遇到非法营运车辆，可拨打 24 小时举报热

线12328向交管部门或交通运输部门举报。

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
专项整治行动

全力守护群众回家路

本报讯 （记者 刘 倩 通讯员 荣 誉）

近日，接群众举报，区打非办联合公安、安监、丛

林镇以及烟爆公司在丛林镇查获一起非法烟花

爆竹运输案件，现场查获非法烟花爆竹340件。

当天，在丛林镇高速路口附近一处村道

上，一辆货车准备转运非法烟花爆竹时，被执

法人员查获，驾驶员弃车逃离。随后，执法人

员对查获的非法烟花爆竹进行了清点和转运，

对违法车辆进行了扣押。

据统计，现场共查获三个品种的非法烟花

爆竹共计 340 件，市值约 10 万元。按照包装箱

上的火药量计算，这批非法烟花爆竹的火药量

近 500 斤，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目

前，该案件已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区打非办工作人员王宗华介绍，烟花爆竹

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对存储条件有很高要求，非

法存储、销售烟花爆竹属于违法行为。市民一

旦发现上述行为，可拨打12350举报。下一步，

我区将加大对烟花爆竹非法储存、在禁放区域

内燃放等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并在全区各镇

街、村居、超市、医院等人员集中区域开展烟花

爆竹禁放宣传活动和烟花爆竹清整专项行动。

我区查获一起非法
烟花爆竹运输案件
市民发现线索，可拨打12350举报

本报讯 （记者 曾 姚 通讯员 余婷

婷）1月13日，区禁毒办利用春节前夕在外务工

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开展春运禁毒集中

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禁毒办工作人员在万盛汽车站

设立禁毒宣传站点和咨询台，通过发放禁毒宣

传册、摆放展板、悬挂横幅等方式向外来（出）务

工人员和广大旅客、司机现场宣讲了禁毒知识、

毒品的种类、危害和防范常识，提醒大家认清毒

品的危害、远离毒品，享受无“毒”美好生活。

为确保春节期间社会治安安全稳定，连日

来，区禁毒办还通过深入川东化工等易制毒化

学品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进一步夯实双人双

锁、专人管理等相关规定的落实；深入各村社

开展禁毒宣传，告诫返乡群众不可触碰毒品、

不能实施吸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对行驶在辖

区的货运驾驶员开展毛发毒品检测，彻底消除

毒驾隐患，有效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据了解，春运以来，区禁毒办发放禁毒宣传

材料3000余份；对辖区路面行驶的货运车辆，特

别是危化品运输车、重型货车驾驶员开展毛发

毒品抽检，累计完成毛发抽检50余人次。

我区开展春运禁毒
系列宣传活动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问：如何理解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

场体系建设指明了改革方向和目标。深

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体系，

夯实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

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当今世

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

标准市场体系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一是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支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破

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

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市场循环，疏

通堵点卡点，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经济规

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贯通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

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丰富供给能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要求

推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运行效率、开

放程度、监管体制等都要与之相匹配，以

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并持续增强发展内

在动力。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

基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要推

动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而

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有力地推动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客观认识当前我国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但对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目标要求，市场体系建设仍存在一

些短板，必须尽快补上。一是市场体系

基础制度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和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有待增强，市场准入制度的

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要强化，公平竞

争制度刚性约束有待加强，社会信用法

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需健全完善。二是要

素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科学严格

保护和高效合理利用土地的界限需进一

步厘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加强，

有关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

治理等领域的制度规则有待健全。三是

市场环境和质量要进一步优化。部分地

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政策阻碍商品和

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

信息、标准等“软衔接”不够，影响市场流

通效率。四是监管效能要进一步提升。

一些领域和地区仍然存在监管责任不落

实、监管制度不健全、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认清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

点任务。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牢牢把握工作着力点。一

是不断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全面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全面保护

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推动涉产权冤错

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严格

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增强公

平竞争刚性约束，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

第三方评估制度。二是深入推进要素资

源高效配置。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对土地利用计划的管理和跟踪评

估，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

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常态

化退市机制。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

励政策和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

完善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界传

输、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三是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和质量。破除地

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制定不当干预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清单，清理废除含

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的规

定和做法。建设高水平商品和服务市场，

推动市场高标准联通。四是全面提升监

管现代化水平。推进综合协同监管，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互联

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

各类监管的衔接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智慧监管。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百问（（三三十十））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忠全 万青明）

“这是第一次从联合总社领分红款，超出预

期，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近日，在关坝镇

股份经济联合总社净收益分红大会上，兴

文村党支部书记付相华高兴地说。

据悉，关坝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

是在各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基础上成立的，

全镇10个村（社区）均是股东，2022年联合

总社实现收入350万余元，净收益120万余

元。

近年来，党工委组织部先后出台系列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文件。关坝镇踔厉

奋发，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在区

农林局的支持和指导下，于2021年11月成

立全区首个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关坝镇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从镇、村两级抽调

工作人员从事业务开展。成立一年来，先

后承接平山园区关坝组团企业外包服务

和镇域内微小型涉农项目建设，达到三个

满意（业主满意、村（社区）满意、镇里满

意），兑现了党委、政府“依靠村（社区）发

展，发展为了村（社区）”的郑重承诺，实现

了各村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年的兜底性

保障，提前一年完成党工委组织部下达的

指标任务。

“联合总社此次拿出 66 万元进行分红

和奖励，这是全镇上下团结奋斗的结果，增

强了各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关坝镇

副镇长向宗杰介绍，该镇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总社是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有益探索，是

全区 2022 年集体经济发展的亮点，得到市

农经总站的肯定，成效显著。

本报讯 （记者 刘亚兰）近日，“寻梦

溱州、记住乡愁——万盛农耕文化展”在区

博物馆启动。现场的一件件农耕老物件将

参观的市民带入到农耕旧时光里，大家在

忆苦思甜中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

“这个我认识，小时候爷爷晒稻谷就会

用到它。”看到馆内一个名叫“竹耙”的竹制

品时，老家在石林镇星台村的周先生仿佛

看到了“老朋友”。

“这叫土砻，我们家原来就有一个。”走

到一个被称为“原始打米机”的土砻旁，年

过七旬的赵大爷脚步迈不动了。赵大爷出

身在农村，后来跟随儿女来到城里生活，看

到土砻时，他仿佛回到了往日忙碌的秋收

时节。

斗笠、蓑衣、犁耙、搭斗、挡席……在区

博物馆3楼临展厅约300平方米的展区内，

展出了大量农耕生活生产用具，还有二十

四节气展板、农村老照片、传统木工工具、

文创产品等，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我区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成就。

“农耕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包括祖辈们

使用过的农具及农耕方式，很多已淡出人

们的记忆。此次举办的农耕文化展，就是

为了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农具、了解

农具，在接受农耕文化熏陶的同时，知道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重庆市人文社科

普及专家、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余显杰说。

据了解，此次农耕文化展将持续到 2

月6日，展区内还特别设置了互动体验区，

广大市民可以现场体验印年画等传统年

俗。

农耕文化展上忆乡愁
“寻梦溱州、记住乡愁——万盛农耕文化展”启动，将持续到2月6日

我区首个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为村民分红

山货节里年味浓
——万盛第六届金桥山货节暨“迎新春”文化体育活动侧记

1 月 18 日，2023 年万盛第六届金桥山

货节暨“迎新春”文化体育活动拉开帷幕，

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赶到现场，开启看闹

热、赶大集、备年货模式。

据了解，此次金桥山货节组织了全镇7

个村（社区）、20 余家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及

经营企业参展，24 个展销平台、40 余种优

质农特产品，涵盖粮油、家禽类、干货、蔬

菜、手工工艺竹编等。

山货成抢手“年货”

天寒地冻，挡不住火热的激情。山货

节现场，采购的市民人来人往，商户们热情

地向顾客介绍产品。

纯正天然的“溱鄉”白花蜜、肥而不腻

的“沈师傅”腊肉、色泽金黄的梭边老盐菜、

弹性十足的老窖馒头、洁白如玉的青山萝

卜……除了金桥本地各类农副产品外，展

位上还有不少区级非遗产品，如隆林火烧

糯米酒、犹氏雪梨膏、杨氏牛肉酱等。

面对琳琅满目的农产品，顾客纷纷挑

选打包、扫码付款。

线上赶大集，“云”上逛超市。在专门

设置的直播间展区里，主播正举着手机，热

情地介绍方竹笋、腊猪脚等农特产品。

主播生动有趣的讲解，引得网友纷纷

下单。“隔着屏幕都觉得香！”“马上要过年

了，年货买起来！”……弹幕上议论不绝，一

件件“土货”穿过云端，卖出金桥乃至万盛。

民俗文化好热闹

作为一年一度的活动，除了本土的农

副产品种类繁多，各有特色外，一项项民俗

文化活动也让市民着实过了把瘾。

在“秦幡插在哨壁上”谜面下，市民王

宇翔反复念叨着“打一万盛地名”，突然脱

口而出：“黑旗岩！”“我已经拿到两份礼品

了。”王宇翔喜形于色，成就感满满。

在拓印年画体验处，围满了前来学习

体验的游客和小朋友。小朋友用刷子饱蘸

黑色水墨，均匀刷在木版上，红色纸张铺

好、刷平，轻揭起来，“轻轻地、轻轻地，你

看，门神就出来了。”一幅迎新春的年画在

快乐的气氛中制作完成。

金桥吹打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

看，全民健身运动会也是一大亮点。

运动场上，村民变身“运动员”，拔河比

赛、跳绳、抛秧苗等趣味运动项目轮番上演，

乡村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拓宽村民增收路

金桥镇依托好生态，组织举办“山货

节”，把养在“深闺”的农副产品集中展示在

大家面前，在丰富群众年货的同时，也为各

村、企业展示特色产品搭建了平台，提供了

集中展示的机会。

近年来，金桥镇全力打造“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

旅，“美丽经济”实现了富民强村。

“每一份农副产品都寄托着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好经

验、乡村发展的好故事。”金桥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徐涛说，下一步，该镇在常态化开展

山货节系列活动的基础上，有效借助网络直

播平台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把金桥镇

特色农产品展出来、亮出去；依托线下的村

集体公司进行农副产品的销售，进一步打

响金桥镇特优农产品品牌；加快培育打造

优质有机农副产品，不断扩大绿色、有机、

安全的优质特色产品供给，持续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拓宽群众的致富增收路。

记者 刘亚兰

商家向顾客介绍农副产品商家向顾客介绍农副产品。。记者记者 王泸州王泸州 摄摄 市民选购山货市民选购山货。。记者记者 王泸州王泸州 摄摄

根据 2023 年春节放假安排，本报 1 月

21 日—1 月 27 日休刊，1 月 28 日正常编辑

出版。

祝广大读者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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