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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电信重庆分公司电信平台将于2020年5月9日

00：00—6：00和2020年5月15日00：00—6：00进行系统维护升级，期间全市部分区域C
网用户将无法正常使用语音、短信、3G(含1X)上网业务。

5月9日影响区域：南岸区
5月15日影响区域：渝北、长寿、两江新区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详情咨询10000号。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0年5月6日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平台升级优化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29日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
到，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简称“垃圾分类办”）近日发布
了《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施设置
指南》（简称《指南》），对全市垃圾分类

收运设施设置进行规范。
《指南》分为标志和设施图示、设施

配置导则、运输设备图示三个部分。标
志和设施图示部分主要明确了生活垃
圾四分类（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标识，并列出每类垃圾

的实物图例和收集容器（垃圾桶）图
例。垃圾运输设备图示主要对垃圾运
输车辆的车容、颜色、标识等进行了规
范。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导则是《指南》
的重点，它根据住宅小区、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公共场所、餐饮场所及专业市

场、农村地区等不同区域环境产生生活
垃圾种类、产量的不同，对生活垃圾收
集设施的配置种类和配置标准提出了
差异化要求。

比如，在住宅小区，家庭屋内和楼
栋收集点，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
种收集设施；小区公共场所收集点，配
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种收集设施；
小区集中收集点，则配置四分类齐全的
收集设施。“之所以这样配置，主要是引
导居民在家中做好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的分类收集，有害垃圾投放到指定投
放点，鼓励出售或单独投放可回收物，
也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开展楼层撤桶，实
行定时定点投放。”市城市管理局人士
介绍。

比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可根据内
部的功能分区、垃圾产量和收运频次
设置不同种类的垃圾收集设施。在办
公室室内，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两种收集设施；在会议室、茶水间、卫
生间只配置其他垃圾收集设施即可；
楼层收集点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两种收集设施；在食堂或就餐区则设
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种收集设
施；集中收集点设置四分类齐全的收
集设施。

《指南》还要求，公共场所主要考虑
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设
施；经营性餐饮场所可增配厨余垃圾收
集设施；在农村地区，村民应在家里配
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设施，但是
村（支）两委及行政村内相关单位则应
参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执行，具备处置
条件的农村地区，可将有害垃圾进行分
类收集。

这些标识包含哪些内容？单位、小区垃圾桶如何配置？

重庆发布垃圾分类收运设施设置指南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通讯
员 向勇）5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巫山县获悉，“西安-巫山-海口”航班
正式开通。

据悉，巫山机场开通的“西安-巫
山-海口”航线由长安航空公司执飞，

计划每周二、四、六各执飞一班。
此前，巫山机场已开通“重庆-巫

山-烟台”“广州-巫山”两条航线，加
上5日开通的这条航线，标志着巫山
机场东北至西南方向、东南至西南方
向、南北方向大通道顺利开启。

巫山机场又添新航线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5日，市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在解读《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时
说，为落实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分账管
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款专款专用，《条例》
规定了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

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该负责人说，“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制”即建设单位将工程款、人工费分
别拨付进施工总承包单位的两个独立
账户，其中人工费必须拨付进施工总承
包单位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
度”。该规定从源头依法规范并解决长
久以来困扰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工资和

工程款“薪款不分”的矛盾。
“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将资金拨付至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负有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相
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义务。”
该负责人说，施工总承包单位申请注销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需要先行足额清偿
农民工工资，并负有30天的公示义务。

该负责人还提示说，施工总承包单
位不开设、不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的，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将
承担罚款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行
政处罚责任，同时将承担责令项目停工，
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
质证书等行政处罚责任；施工总承包单
位要严格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使用，加
强对资金拨付情况的管理，确保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支付农民工工资资金有保
障，严禁套取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

专项支付农民工工资

□本报记者 周松

打掉黑恶团伙264个，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3459人，破获涉黑恶团
伙案件7674起，深挖并移送涉嫌“保护
伞”线索700条。这是截至今年4月底，
重庆公安开展扫黑除恶两年多来取得
的成绩。

黑恶势力是平安社会的毒瘤，严重
影响社会安定。2年多来，重庆公安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要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集结精兵
强将掀起凌厉攻势，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境外追逃 36人被缉捕归案

2018年9月的一天，潜逃国外18
年之久的涉黑犯罪团伙头目王平被我
市公安机关从境外缉捕归案。

以王平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案发
后，团伙头目王平一直潜逃境外。2018
年，随着重庆公安国际警务合作的不断
推进，发现王平潜藏于境外某地，以与

人合伙开设赌场为生。当年9月，重庆
公安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从境外将
王平抓获归案。目前王平因涉嫌抢劫、
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故意杀人等罪名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待法院判决。

王平的归案只是重庆公安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持续推进、有力打击震慑犯
罪的一个缩影。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重庆公安开展跨境追逃，共
抓获和劝返涉黑恶逃犯36人，有效震
慑了犯罪。

保护民生 195个团伙被打掉

随着全市公安机关持续加强民生领
域的扫黑除恶，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聚
众斗殴等案件大幅下降。全市公安机关
针对新型违法犯罪打击能力显著提升，
累计打掉“校园贷”“车贷”等套路贷涉黑
涉恶团伙7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4
人；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等涉黑涉恶团伙
12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43人。

2018年底，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接

到受害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儿子在
大学城某大学读书时，找某借贷公司借
了1万元却只拿到6000元，还被威胁、
尾随、拦截等，怀疑遭遇了“套路贷”。

民警随后侦查发现，向小李借款的
“富E贷公司”宣称“低息无担保”，但小
李借款后该公司则私下要求他以手续
费名义返还部分借款，刻意造成被害人
取得全部借款的假象，如果被害人还不
上钱，则要求被害人借更多钱还债，签
订更多虚高借款合同，最终导致被害人
债台高筑。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借贷
公司则采取上门滋扰、电话轰炸、尾随
拦截等方式恶意讨债，造成恶劣的社会
影响。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查，最终深挖出4个盘踞在大
学校园周边的“套路贷”涉恶犯罪集团，
抓获犯罪嫌疑人79人。

打击欺行霸市 破案149起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

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收保护费……在公安部明确的10
类扫黑除恶重点里，这样的市霸、行霸
等黑恶势力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重庆
公安围绕这一类保持严打攻势的重
点。

2019年，江北区公安分局根据梁
平区公安局推送的一条涉恶线索进一
步研判，深挖发现梁平区聚奎镇有人垄
断阴沉木的挖掘及销售，涉嫌涉黑犯
罪，于是报市公安局扫黑办，市公安局
实行异地用警开展侦查。

民警侦查发现，以唐少峰为首的犯
罪团伙纠集了数十名人员，在聚奎镇垄
断阴沉木的挖掘、销售行业，通过采取
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交易。

为了加强管理，唐少峰对其成员
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多数由唐少峰直接参与并
指挥，不由其指挥的违法犯罪活动也
需得到他的认可或默许。证据收集
核实后，公安机关将唐少峰等人抓
获。

据统计，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打
击，重庆公安打掉欺行霸市类黑恶团伙
14个，抓获232人，破案149起，有效改
善了全市营商环境。

打掉黑恶团伙264个 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3459人

重庆公安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成效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读系列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开设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钟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始终本着
生命至上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全力挽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在这场突如其来
的重大疫情中，许多中国人因疫病逝世，中国人民
感到无比痛惜！

中国在患者和死亡人数统计上始终透明公开，
每一个病例全程都可清晰追溯。然而，美国一些政
客为了掩饰自身抗疫不力，以他们类似政治狂想症
的大脑，一再无端指责中国“瞒报感染和死亡病
例”，拍着脑袋妄称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定是中
国”。这并不是一种懵懂的无知，而是一种险恶的
算计，信口雌黄，包藏祸心。

生命重于泰山，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抗
疫中始终秉持的信念。疫情突发，中国发挥制度优
势，形成全国合力，许多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紧急刹
车”，近6000万人口大省封闭通道，超千万人口城市
实行“封城”，为的就是挽救生命！数百支医疗队快
速集结，4.2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全国最优质的
医疗资源和最顶尖的呼吸科、传染科专家集中武汉，
全国几百万人以各种方式投入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为的就是挽救生命！武汉对全市420多万户家
庭进行“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地毯式排查，确保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的就是挽救生命！对所有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实行“一人一策”，重症患者人均治
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达到
几十万元甚至逾百万元，全部由医疗保险和政府兜
底承担，为的也是挽救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感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美国一些政客指责中国隐瞒病亡人数的论调
刚一出笼，连西方媒体也加以驳斥，直言“绝无可
能”。中国战疫过程全程公开，从1月起，中国每天
公布确诊病例、病亡人数、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
隔离观察人员。国家层面和各省区市疫情期间累
计召开各类新闻发布会超过3000场，政府官员、医
务人员、专家学者、病愈患者直面镜头，有问必答。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
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
沃德面对美国媒体挑衅式发问，针锋相对指出：“中
国没有隐瞒数据，世卫组织赴华专家组展开的多项
考察都可以证明。”

疫情突袭，紧急应战。在早期，由于收治能力
不足、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病预防控制信息
系统对接，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
观上存在迟报、漏报、误报现象或重复统计的情况，
但统计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一旦具备全面核实的
条件，武汉及时对疫情数据进行了全面排查、统计、
订正，并完整公布于世。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对逝者负责！

然而，4月17日中国发布武汉疫情订正数据后，
美国一些政客觉得捞到稻草，莫名亢奋，抛出“中国
数据不可信”“这只是武汉的订正，接下来肯定还有
别的城市”等荒唐言论。他们似乎觉得中国人死得

越多就越合他们的心意，真是一种残忍至极的政治病态。美国网友看不下
去，纷纷发帖怒怼：“按人口比例，即使你们把中国病亡数字放大十倍的谣言
有人信，也找不回你们的脸面”“自吹自擂地和中国比数字，这是死亡竞赛
吗”“这是病态、疯狂且反人类的人才会做的事！”

世卫组织一直要求各国及时修订数字，“这样才能掌握疫情的影响面，
更准确地预测走势”。订正数据正是对国际社会负责的、专业的表现，是国
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原则的力证。试问，其他一些
国家也在不断对疫情数据进行订正，美国自己也在不断订正，为什么美国一
些政客偏偏盯上中国？原因不言自明，这就是这些政客们惯有的美国式傲
慢和意识形态的狂妄。在他们骄横的政治叙事程序中，世界上的事情，全世
界做得比美国好的都是假的，或者他们明明知道是真的，但为了政治上的需
要，他们必须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很多美国媒体都看得真真切切。《纽约时
报》调查发现，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3月8日到4月11日，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的纽约、新泽西等 7 个州总死亡人数比一般正常水平高出近
50%，但死亡总数的突增被归入其他疾病统计了。美国广播公司起底调查
指出，美国疾控中心曾对2009年和2010年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进行事
后分析，结论是真实数据很可能比官方统计高出15倍。

中国的牺牲和付出、成绩和贡献，天地可鉴，日月同证。奉劝美国一些
政客，臆测终究无法取代事实，抹黑注定不能消灭真相。要知道，在中国病
亡率问题上无理取闹，既做不出什么文章，也于抗疫救人无补；既自欺欺人，
也贻笑大方。 （人民日报5月5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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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5 月 5 日电 （记者
梁建强 黎昌政）正值“五一”假期，5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赴湖北
武汉调研节日期间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督促落实好相应的防控要求。

武汉市普通高中毕业年级复学在

即，联络组来到武汉外国语学校，调研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武汉市、湖北省教育厅以及部分学校
的情况汇报。对武汉市全面开展高三
年级及其他毕业班学生核酸检测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联络组强调，要坚决按

照中央要求，把湖北、武汉的防控工作
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不出现疫情反
弹；进一步强化辖区、行业部门、单位、
个人和家庭“四方责任”；复学相关防控
工作，要尽可能统一标准，做好应急预
案，并严格抽查和督查，坚决保障好师

生安全。
联络组还赴古琴台公园、江汉区社

会福利院、武汉地铁洪山广场站、中南
路中商广场、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
等重点场所，对落实防控措施情况进行
实地调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

赴武汉调研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可回收物：是指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的废纸、废
塑料、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

▼有害垃圾：就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
源危险废物。

▼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
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等。

▼其他垃圾：除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之外的
垃圾。

资料来源：重庆市垃圾分类办

主要包括适宜回收利用的各类废旧纺织物、废旧
易拉罐、废旧报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等。

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荧光灯管、废油
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电池（镉
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杀虫剂、消毒剂
及其包装物、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主要包括居民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
叶、瓜果皮壳、剩饭剩菜等家庭厨余垃圾，相关企业和公
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
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餐厨垃圾，以
及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
肉、肉碎骨、水产品、畜禽内脏等其他厨余垃圾。

主要包括一次性餐具、废弃食品袋（盒）、烟头、废弃
纸巾、灰土、废弃纸尿裤、陶瓷等。

（上接1版）
调研中，唐良智说，我市高校

2020年春季学期将于5月11日起错
峰错时分批次有序复学复课。高校复
学复课是我市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任
务。全市上下要坚持把维护师生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一
校一策”原则完善工作方案，压实学校
主体责任、区县属地责任、部门属事责
任，强化联防联控，有序推进高校复学
复课。要加强健康管理和排查，精准
掌握每位教职员工、学生与疫情关联
情况，对返渝留学生和重点地区返校
学生进行核酸检测，持续抓好无症状
感染者防控，加强密切接触者医学观
察，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和人性化服务，
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努

力切断风险源。要强化物资保障，全
力保障口罩、体温检测仪、洗手液、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科学设置留观隔离
场所，加强学校医护人员配置，夯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物资基础。要严格实行
校园封闭管理，不组织大型集会，科学
安排体育活动，暂停开放室内场馆，做
好教室、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日常消
杀和通风，抓好食品安全和校园安全
管理，筑牢校园疫情防控防线。要调
整优化教学计划，采取多种方式做好
毕业答辩等工作，按时完成培养计划，
加强就业指导服务，确保高质量完成
教学任务，确保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
尽早就业。

市有关部门、区县、高校负责人参
加。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重庆日
报记者5月5日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
从5月6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
公路恢复收取车辆通行费，重庆高速公
路车辆通行费扣取初步实现了“一次行
程、一个账单、一次扣费、一次告知”。

恢复正常收费后，对运输疫情防控
所需救治消毒药品、医疗救护设备器械
等应急物资的车辆，继续执行“三不一

优先”政策。对运输保障生活、生产等
物资的车辆，高速公路收费站将设置专
用快捷通道。

据悉，针对今年1月1日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后，ETC系统转换磨合
期出现的错误计费、重复计费、计费时
间错误等突出问题，交通运输部已组织
重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经
营管理单位，开展了系统问题“清零”行

动，全面排查和整改发现的问题，并启
动了系统优化工程。目前，重庆各项工
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发现的问题已经
全部完成整改。对于这次恢复收费后
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重庆已建立了技术
保障机制，将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及时
妥善处理。

尤其是针对一次通行、多次扣费的
问题，交通运输部已组织重庆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开
展了系统优化工程，通过整合相关信
息，初步实现了“一次行程、一个账单、
一次扣费、一次告知”。下一步，重庆将
结合恢复收费后的实际应用情况，不断
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针对车辆在ETC出口车道不显示
全程通行费额等问题，交通运输部已组
织重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
经营管理单位，开展了ETC“费显”工
程。目前，重庆所有高速公路出口车道
都可以显示本次行程的全部通行费
用。广大司机朋友也可在“重庆高速
ETC”微信公众号账单查询服务。

重庆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初步实现ETC“一次行程、一个账单、一次扣费、一次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