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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一体化信息系统已覆盖37个村社

北碚 托起困难群众幸福底线
为夯实民生保障、做好社会救助，

北碚区从平台、制度、基础设施等方面
入手，多措并举，将社会救助一体化信
息系统向村居一级延伸，重点关注贫
困家庭失能人员和困境儿童等特殊群
体，社会救助工作亮点纷呈，得到了社
会各界普遍好评。

去年，北碚区为20余万人次困难
群众提供了民政救助，累计发放低保
救助金4660万元、其他社会救助金
3900余万元，建成并投用主城区首家
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照护中心，成
为我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试点
区县。

将一体化信息系统向村居延伸

家住金刀峡镇胜天湖村的村民王
承春今年 50 余岁，平日靠着每年
2000多元土地流转金和打零工，日子
尚且平稳。然而，2018年，他不慎将
小腿摔骨折，失去了日常劳动带来的
收入，生活陷入困境。

为此，王承春向村里反映了自身
情况。“以往村里其他人申请救助的
时候都要去镇上跑一趟，但是我行动
不方便，就直接联系了村上干部，看
能不能想想办法，没想到当场就做好
了登记。”王承春说，“没几天工作人
员就上门核实情况，帮我完成了低保

申请，隔月就批下来了，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

从反映困难到入户佐证、完成
申请，王承春仅用了数天。能有如
此速度，不得不归功于北碚区近年
来建立的社会救助一体化信息系
统。

据了解，该系统集中了北碚区19
个社会救助成员单位，几乎涵盖了全
区除企业和社会组织之外的所有救助
资源，实现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为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自去
年以来北碚区全面升级，将该系统延
伸到村（居）一级，真正将救助政策送
进了困难群众的家门。

当前，北碚区的新升级系统已在
4个街镇37个村社区进行试运行，待
系统运行成熟后将在全区17个街镇
推广使用。目前试点村居已累计登
记救助信息203条，办结137条，北碚
区救助效率和精准度得到进一步提
升。

随时能查询 全程可追溯

在北碚区，便利、快捷、全程可追
溯的社会救助一体化信息系统让辖区
成千上万名群众受益。因病卧床却

“随时随地知晓办理进度”的胡蓉也是
其中之一。

家住蔡家岗街道汪家堡社区的胡
蓉一家六口，平日老伴和儿子忙着打
工，儿媳妇带两个孩子，自己就做做零
工、照顾家庭，可病来如山倒，大额的
医疗费用让日子过得紧张起来。

“住院治疗的费用每天都在增加，
不知道申请的民政临时救助究竟如
何，一开始心理压力非常大。”胡蓉说，

“自从完成登记后，系统定时给我发短
信，每个流程写得清清楚楚，让我彻底
放下心来。”

申报救助流程进行到了哪一步、
负责单位是哪一个，通过实时发送来
的手机短信，一目了然，胡蓉最终获得
3万元救助金，缓解了因病导致的家
庭困境。

让救助流程更加规范、救助留痕更
加清晰，这是北碚区今年升级社会救助
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初衷和目的。目前，
北碚区居民可通过电脑输入网址或手
机扫描二维码，随时链接救助一体化信
息系统，在线自由查询各项事宜。

“如今的系统全程可追溯，填补了
以往群众提出申请、收集救助佐证资
料这一段时间的步骤空白，让社会救
助工作进一步在阳光下运行。”北碚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北碚区将加
快扩大该系统运行范围，让更多村居
一级居民享受便捷服务。

关注特殊群体 呵护儿童成长

“社会救助工作是建立在社会基

本保障基础上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
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我们从制度、平台、措施等多方
面入手，以人为本、全力以赴，做好社
会救助工作。”据北碚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从顶层设计和实际落实上抓好
社会救助一体化信息系统，北碚区还有
针对性的为贫困家庭失能人员、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救
助服务。

去年，北碚区建成投运了主城区
首家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照护中
心，为贫困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
条件和必要的照料服务，以释放失能
人员家庭劳动力，助力脱贫攻坚。

同时，北碚区成为我市“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试点区县，建立投用了
北碚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要
负责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遭受监
护侵害、暂时无人监护等未成年人实
行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指导街道
（镇）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
关爱服务；协调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协助公安机关
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等犯罪行为；协助
司法部门依法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
助或司法救助。目前，该中心运行情
况良好。

詹米璐 王彩艳 肖亚平
图片由北碚区民政局提供

向贫困家庭失能人员提供集中照护 低保中心工作人员到困难群众家中入户调查

聚焦难点热点聚焦难点热点 用心服务群众用心服务群众
关注北碚民生系列之一关注北碚民生系列之一

新华社德黑兰1月9日电 据伊朗
电视台9日报道，伊朗道路和城市发展
部长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当天否认乌克
兰国际航空公司客机8日在德黑兰失
事与伊朗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导
弹有关。

伊斯拉米说，有传言说恐怖袭击、
爆炸或飞机被击中可能是造成这一事
件的原因，但这并不属实。技术问题是
飞机失事原因。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9 日电 （记
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9日发表声明说，已收到并接受
伊朗航空事故调查局的邀请，将参与乌
克兰客机在伊朗坠毁事故的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不
会猜测客机坠毁原因，伊朗航空事故调
查局将领导整个调查进程。委员会同
时表示，将继续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并
评估其参与调查的程度。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型客机8日晨从德黑兰霍梅尼国
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但起
飞不久后坠毁，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
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坠毁客机的两个
黑匣子都已找到。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总部设
于华盛顿，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主
要负责航空事故以及公路、铁路和水路
等重大交通运输事故的调查。

伊朗否认乌航客机失事与伊朗袭击美军基地有关
美机构接受伊朗邀请将参与乌克兰客机坠毁调查

教育部：学前教育将制订幼小科学衔接行动计划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日表示，2020年基础教育要在扩容和深化上下功夫，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前教育要制订幼小科学衔接行动计划，中小学要推广国家优
秀教学成果，优化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武汉 1 月 10 日电 （记
者 廖君 黎昌政）武汉不明原因病毒
性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湖北省人民医
院呼吸科教授胡克10日称，目前大多
数患者病情都属于轻到中度。经治疗，
患者病情多可得到控制，最初入院的患
者中已有部分治愈出院，其他在院的患
者大多数病情稳定。

去年12月底以来，武汉确诊多例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截至1月5
日共确诊59例，部分患者是华南海鲜
批发市场的经营户。9日，病原检测结
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徐建国说，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
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
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专家称：

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病情多可得到控制

我国主要家电首次有了“寿命”标准

➡10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组织行业制定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
标准发布，确定了冰箱、空调的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洗衣机及干衣机、吸油烟机、
燃气灶、电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为8年。我国主要家电首次有了专业的“寿命”
标准。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李宁）1月10日，四川美术学院院
长庞茂琨个展“庞茂琨：副本2020”在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本次展
览展出45件作品，从不规则的油画，到
充满科技感的雕塑，体现出艺术家对人
工智能的思考和探索。

据介绍，展览名称“副本”的灵感来
自于英国作家理查·K·摩根于2002年
创作的科幻小说《副本》。人类社会在
面对新的科技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未来的我们又该怎样去适应这些
变化？带着这些疑问，庞茂琨创作了

“副本2020”系列作品。
本次展览的诸多作品可谓古典艺

术的“副本”。比如，作品《依玛乌斯的
新菜单》是在意大利著名画家卡拉瓦乔
的《依玛乌斯的晚餐》基础上创作的。
庞茂琨将原作中桌面上腐烂的食物替
换成二维码，用手机扫描画面上的二维

码，可以观看食物变成人体器官，又变
成机械人工器官的动画，颇具新意；在
名为《蛋糕》的装置作品中，可以欣赏到
多尊西方经典雕塑，这些雕塑和金属装
置相结合，一改雕塑原本的静穆气息，
变得具有科技感。

“庞茂琨试图用更自然的形式拨

动我们的心弦。”展览由德国著名艺术
分析哲学学者卡尔海因茨·吕德钦担
任学术主持。他认为，展览不再以单
一的平面绘画作为展示主体，而是综
合多种元素，这对艺术家而言有着重
要意义。

据悉，本次展览展出至3月24日。

“庞茂琨：副本2020”展览在上海开展

45件作品彰显艺术家对人工智能的思考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奕湛）公安部10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袭警
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相关情况。
意见要求，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不能将袭
警行为等同于一般故意伤害行为，不能
仅以造成民警身体伤害作为构成犯罪的
标准，而要综合考虑行为手段、方式以及
对职务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准确认定犯
罪性质，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明确，对民警人身实施撕咬、
踢打、抱摔等攻击行为以及对民警正在
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进行
打砸等破坏，间接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
的行为均属于暴力袭警行为，应当适用
刑法关于袭警从重处罚的规定。对使
用凶器、危险品、驾驶机动车袭警；造成
民警轻微伤或者警用装备严重毁损；妨
害民警依法执行职务，造成他人伤亡、
公私财产损失或者犯罪嫌疑人脱逃、毁
灭证据等严重后果；多人袭警或袭击民

警二人以上；具有同类前科等7类情
形，酌情再作进一步从重处罚，且一般
不得适用缓刑。

此外，意见规定对于驾车冲撞、拖
拽民警以及抢夺、抢劫民警枪支，危害
公共安全或民警人身安全的，依法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抢劫枪支
罪、抢夺枪支罪、故意杀人罪等重罪。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对袭
警违法犯罪行为快速处理、准确定性、

依法严惩。对于袭警犯罪，从严把握从
宽幅度。同时，加强宣传力度，揭露袭
警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危害性，引导人
民群众遵纪守法，在全社会营造“敬畏
法律、尊重执法者”的良好氛围。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萍表示，意
见的发布实施，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对广
大民警依法履职的理解和支持，将更加
坚定广大民警依法履职、服务人民的信
心和勇气，对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具有积极意义。

三部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指出

袭警行为不可等同于一般故意伤害行为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
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
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应当以妨害
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执法司法
力量，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肩负着捍
卫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人民安宁的职责使命。因为特殊的工

作性质，民警在依法履职过程中时常遭
受违法犯罪分子的暴力侵害，甚至是打
击报复。袭警行为不仅损害民警的生
命健康，更是对国家正常管理秩序的破
坏，从根本上损害的是国家法律权威。

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公安民
警辅警正常执法执勤过程中遭遇暴力
抗法和辱骂殴打事件，给民警执法权威
和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意见
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惩治袭警违法犯
罪行为的法律适用，突出了实际操作性，

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依
法严厉惩治、绝不姑息的决心和态度。

袭警违法犯罪是对民警履行保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职责的严重削弱，如
若放纵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犯罪分子会
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侵害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会更加无所顾忌，终将损害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严惩袭警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有利于
保障民警更好地履行保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职责。

刑法关于“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
规定从重处罚”，加大了对袭警违法犯
罪行为的惩处力度，意见对使用暴力袭
警的情形、从重处罚的情节等内容予以
明确规定，体现了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
的严惩，有助于遏制袭警违法犯罪行为
的多发趋势。

营造遵法守法良好社会风尚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次，意见中的各
项内容向公众进一步强调和宣示民警
的执法行为代表着国家，是国家强制力
的象征，具有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挑
战法律权威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落
实好意见，预防和惩处并举，将有效消
除滋生袭警违法犯罪的土壤。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人民警察执法权威不容挑衅新华时评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
习生 吴志杰）1 月 10日晚，一场
精彩的 2020 年迎新民族音乐会，
在人流涌动的解放碑广场震撼开
演。凛冽的寒风中，70余名演奏艺
术家用11首震撼夜空的民乐曲目，
吸引数千名过往市民及游客驻足

“点赞”。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

重庆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教育家沙
丁的指挥下，艺术家们演奏了《我的
祖国》《红色娘子军》《我和我的祖
国》等大气磅礴的经典华美乐章，以
及《茶马古道行》《瑶族舞曲》《丝绸
之路》等展现丰富民族特色的民乐
佳篇。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
声。

参加此次义演的艺术家们均来
自大同国乐团，义演目的是传播中
国民族音乐，向广大群众展现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2019年，该乐团深入社区、学校、企
业等地，送出了30余场精彩的公益
演出。

解放碑奏响迎新民族音乐会 数千观众同享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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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 9
日-1月10日，2020中国（重庆）国际
会议发展大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会上，9名来自国内外会展、
金融和医药卫生等行业的专家，接受
市商务委和市政府会展办公室聘任，
成为首批城市会议大使。这也是重庆
为推动会展业发展首次聘任城市会议
大使。

这9名城市会议大使分别为：国
际 会 议 协 会（ICCA）亚 太 区 总 监
Noor，百格会展联合创始人武少源，
百奥泰集团董事长梅晓丹，世界家禽
学会亚太联盟副主席马闯，北京吴祖
泽科技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朱亮，中
华口腔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口
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俞光岩，中国科
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韩布
新，重庆市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
会党支部书记周红，重庆市卫生健康
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严毅。未来，他
们将在各自领域或学科内，助力重庆
吸引更多优质会议落地。

近年来，重庆已逐渐成为我国知名
的会议目的地城市。据《中国会议蓝皮
书》及《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告》披露，
2018年，重庆的国际会议数量排名全
国第五，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南
京，为近8年来最高排名。

2019年3月，市政府发布了《重庆
市会展业创新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到2020年，争取将重庆打造成为功
能齐备、发展均衡的内陆国际会展名
城。当年，全市会展业发展态势迅猛、
成绩斐然。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展会活动513场
次，展出面积达992万平方米，直接收
入213.8亿元，拉动消费1924.2亿元。
其中，仅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就共计
举办了各类国际国内会议活动280场，
累计接待人数达到30万人次。

市商务委和市政府会展办公室此
次聘任城市会议大使，在于借助会议大
使之力和资源，助推重庆引进更多的重
要国际国内会议项目。

重庆首次聘任城市会议大使
助力引进更多重要国际国内会议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