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9
月29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按
照国家工作部署和市政府要求，市发展
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的《重

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已于
近日出台。《实施意见》明确了我市塑料
污染“三步走”治理目标。

据悉，“三步走”治理目标具体为：
2020年，我市将率先在中心城区（含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以及全市餐饮行
业和部分酒店、宾馆、景区景点餐饮堂
食服务等塑料污染问题突出的领域，禁
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使用。

2022年，全市一次性塑料制品消

费量将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
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
幅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
料减量和绿色消费物流模式。

到2025年，全市塑料制品从生产
到回收处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基
本建立，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
提升，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实施意见》也明确了禁止生产、销
售的塑料制品范围。其中包括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以医疗废
物为原料制造的塑料制品等，并全面禁
止废塑料进口。此外还针对一次性塑料
餐具，宾馆、酒店一次性用品，快递塑料
包装等重点领域，分别提出治理目标。

同时，围绕“禁止一批、限制一批、
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整体思路，
《实施意见》还针对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和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
置、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强化组织实施
分别进行了细化落实。

重庆制定塑料污染“三步走”治理目标
今年将率先在中心城区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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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天杰）9月29日，我市召开深化“吃
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随着深化“吃得文明”践行

“光盘行动”在我市的推进，在今年疫情
后餐饮消费全面持续恢复的情况下，9
月以来我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日均收
运量同比减少2.15%、约38吨。

四大活动精准推进“光盘行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马岱良介绍，今年3月，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倡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市迅速启
动“吃得文明”主题活动，引导市民“吃
得合法”“吃得合理”“吃得卫生”“吃得
礼貌”“吃得干净”。8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我市随后印发《深化“吃得文明”践行

“光盘行动”方案》，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目前已取得
初步成效。据统计，在今年疫情后餐饮
消费全面持续恢复的情况下，9月以来
我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日均收运量同
比减少2.15%、约38吨。

目前，我市正通过四大活动精准推
进“光盘行动”：一是在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开展“‘光盘行动’我带头”活动，
由市机关事务局牵头负责，推动干部职
工带头传承节俭美德，倡导“吃得文
明”，抵制餐饮浪费。二是在餐饮行业
和企业开展“‘光盘行动’我做到”活动，
由市商务委牵头负责，推动餐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投身“光盘行动”，用“小餐
桌”带动“大文明”。三是在学校开展

“‘光盘行动’我争先”活动，由市教委牵
头负责，推动学校推崇节用惜福，加强
劳动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节约习惯。四
是在家庭开展“‘光盘行动’我践行”活
动，由市妇联牵头负责，推动广大家庭
培育节俭家风，创建绿色家庭，共享健
康生活。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
邓睿介绍，全市各中小学正通过家长
会、校园开放日、社区服务等形式，加强
家校联动、社区互动，推动学生践行“光
盘行动”。

市餐饮商会会长严琦表示，接下
来，他们将对会员企业开展调研，制定
《宴席服务规范》《自助餐服务管理规

范》等，明确标准，以制度规范餐饮服务
行为，并推出示范店，进一步带动更多
的餐饮门店践行“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氛围浓厚

记者了解到，为营造“光盘行动”浓
厚氛围，我市编写书籍《勤俭节约伴我
行》，开展“粒粒皆辛苦”体验，推进“百
场讲座进万家”活动，推出合理膳食科
普节目，创作主题歌曲《粒米千滴汗》，
制作公筷公勺、宣传布袋等产品，印发

“吃得文明”倡议书、公益海报20余万
份，创作綦江版画、梁平年画、米宝宝等
重庆元素的公益广告37幅，户外发布

1.2万处，并在2.6万个物业管理小区业
主微信群以及工作群推送，组织艺术家
创作相声、童谣、快板等文艺作品13
件，让“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深入人心、
蔚然成风。

市商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彭和良
介绍，以乡村基、陶然居、德庄、刘一手、
五斗米、阿兴记等为代表的我市大中型
餐饮企业纷纷响应号召，制作宣传牌、
宣传架，在大厅、过道、餐桌等醒目位置
张贴公益标语，营造节俭氛围，引导顾
客合理消费，开展免费打包服务等。

同时，我市还把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培养节约习惯有机融入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评选一批节约型机关示

范单位、绿色家庭，创建一批文明餐桌
食品安全示范街示范单位，开展寻找

“节约好少年”、争做“节约之星”活动，
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学有榜样、行
有示范。目前，100个文明村镇、100
个文明单位、100个文明家庭、100个
文明校园已带头承诺践行。

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谢晓曦介
绍，目前，我市各级妇联已开展“‘光盘
行动’我践行”及各类绿色实践活动1.2
万场，组建各级巾帼志愿者队伍2179
支共4.2万人开展各类公益宣传活动
3100余场，引导广大家庭自觉践行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我市将专项暗访餐饮浪费行为

马岱良介绍，我市正抓实“两项保
障”，推动“光盘行动”责任落实、任务落
地。

一是在健全法治上下功夫。目前，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已
进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阶段，专门
新增了条款“文明用餐，推动‘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成为社会风尚”，并明确
了8项行为规范。

二是在督导问效上下功夫。我市
各牵头单位将分别组建督导组，每季度
对“四大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一次督导
通报。纳入“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
专项暗访内容，每逢节假日开展检查，
并依托重庆文明网开设曝光台，对餐饮
浪费行为进行曝光。

马岱良还邀请广大市民关注“文明
重庆”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e起
拍”，将作品上传到“曝陋习”栏目，曝光
餐饮浪费行为。

“光盘”数增多 垃圾量减少
9月以来我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日均收运量同比减少2.15%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莎 实 习
生 张天杰）记者从9月29日召开的
深化“吃得文明”践行“光盘行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近日，市机关事务局对
10多个100人以上的职工食堂进行了
抽样环比分析发现，自“‘光盘行动’我
带头”活动开展以来，日均食材消耗量
下降约10%。

市机关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邓清华介绍，为扎实推进“‘光盘行动’
我带头”活动，市机关事务局向全市

1.68万个公共机构发出“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培养文明用餐习惯”倡议书，
并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市委市政府绩
效目标考核内容，纳入区县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
核，纳入节约型机关和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创建，推动各级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出实招、求实效，走在
前、作表率。

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迅
速行动，涌现出不少好的做法。比

如：实施动态供餐，綦江区机关食堂
推行食堂标准化供餐，开展剩餐数量
监督评估，强化源头、过程、结果管
理。荣昌区行政中心食堂每日对用餐
人数进行统计，合理采购食品，按需定
量供应。沙坪坝区机关食堂成立了制
止食品浪费志愿者队伍，开设了餐饮
浪费行为曝光台。璧山区机关食堂
设立了文明用餐劝导员。云阳县机
关食堂对三次以上的浪费行为，向其
单位通报情况。

市机关事务局抽样发现：

职工食堂日均食材消耗量下降约10%
（上接1版）着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统筹推进乡村
振兴和城市提升，积极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努力实现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当前的重庆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愿与海内外朋友共享开放合作新
机遇。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近者悦、
远者来”的美好城市，让更多海内外

朋友走进重庆、了解重庆、扎根重庆，
与我们结为奋斗共同体、谱写合作新
篇章。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外国驻渝蓉总
领事及主要领事官员，在渝访问或工作
的重要外宾、外国专家、外企代表，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代
表，华人、华侨及台胞代表，境外在渝常
驻记者代表，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人。

（上接1版）
张轩强调，高质量审查和批准“十

四五”规划纲要是人大的法定职责，也
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市人大有关专工委要聚焦经济社会发
展中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
制约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市人大常委
会11月听取“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
作汇报做好准备。市人大常委会要深
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人
大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科学谋划明年工作，坚守使命、
担当使命，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人大各项
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周
旬、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
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李波、市监委有关负
责人、市高法院院长杨临萍、市检察院
检察长贺恒扬列席会议。

（上接1版）
会议认为，2017年 7月以来，市

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
地上这条主线，带领全市干部群众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重庆各项事业
迈上新台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我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把加强
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使我市“十四五”规划更好贯彻党中央
要求、更好体现时代特色，更加符合人
民期盼。

会议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
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为把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贡献政协力量。要按照市委工作要求，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责任
担当，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建设性地把
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
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紧扣解
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涉及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建真言、献良
策，为“十四五”规划编制持续献计出
力。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通

报了我市“十四五”规划编制有关情
况，副市长郑向东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吴
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徐代银、王新
强，秘书长秦敏出席会议。市级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第四棉
纺织厂党支部书记、老红军，享受省
（部）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刘文治
同志，因病于 2020 年 9月 28 日逝
世，享年108岁。

刘文治，汉族，四川通江人，1912
年 9月生，1933年 8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文治同志 1933 年 8 月至
1938 年 12月红四军供给部排长；
1938年12月至1945年1月三八五
旅被服厂组长；1945年1月至1949
年9月延安四川办事处干训队、西南
服务团川干队学员；1949年9月至
1952年5月西南军区后勤部江津被

服厂管理员、西南纺织管理局干部；
1952年5月至1956年8月六一一纱
厂女工管理室管理员、总务科科员；
1956年8月至1958年7月重庆文化
干校学员；1958年7月至1980年10
月四川省重庆第四棉纺织厂党支部
书记；1980年10月离职休养。2009
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市长级
医疗待遇。2011年6月经中组部批
准享受按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
费待遇。2019年10月经中组部批
准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刘文治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定于
2020年9月30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
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刘文治同志逝世

技能大比拼
▲9月29日，“巴渝工匠”杯第十届重庆市居民服务业

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在重庆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大赛分中
式烹调、重庆烤鱼、火锅调味、特色中式烹调、清洁保洁、摄
影、宴会服务等20个工种项目，图为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清
洁保洁项目比赛。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9月29日，市妇联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而举办的
巾帼农机手“双学双比”技能竞赛在市农业科学院举行，竞
赛分别设置有拖拉机、收割机进出库和模拟田间作业四个
项目，图为选手竞赛现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綦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补选胡明朗，驻渝部队军人代表大
会补选顾伟、周胤恩、张智强为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同意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胡明
朗、顾伟、周胤恩、张智强的重庆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张仁华（身体
原因）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
王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辞去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张仁华、王杰的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
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853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9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05号

一、决定任命
胡明朗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二、任命
张力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徐海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谭卫华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
朱晓丽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谭晓琪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
张红梅、黄明为重庆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俞旭东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陈宇、邓成江、王成、吕金伟为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凯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逯反修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五分院检察员。

三、免去
俞旭东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职务；

赖生友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职务；

谭晓琪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兰建恒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乐巍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夏东鹏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职务；

马洪伟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四、批准
牟国清辞去巫山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03号

（2020年9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幼儿园，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麦穗。（摄于2020年9
月1日）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