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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记
者 熊丰）“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制
度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公安部数
据显示，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1亿
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
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3 年的
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

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之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延续半
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十三五”期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
放开放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全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普遍放开放宽了农业转移人口和
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

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城市外，
基本实现了落户零门槛。东部地区普遍
降低了落户条件，部分大城市取消或降
低了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

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出台居住
证实施办法。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发
放居住证超过1亿张，以居住证为载体
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
立。教育方面，“两免一补”资金和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
带，惠及1400余万农民工随迁子女。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国范围
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6301万人、工伤保
险8616万人、失业保险4958万人。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
提前完成一亿人口落户目标

□本报记者 杨永芹

10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为加快
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重庆许多交通建
设者放弃国庆中秋长假休息，坚守工程一
线，加快项目建设，重点工程捷报频传。

铁路东环线
野竹沟双线特大桥完成架梁
10月1日19时，渝北区麻柳佗镇民主

村二社，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简称铁路东
环线）野竹沟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灯火通
明，工人们正在架梁。

随着最后一片重达100吨、长24米的
桥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现场发出了欢呼

声，标志着野竹沟双线特大桥架梁施工顺
利完成，为国庆中秋佳节献上一份厚礼，也
为铁路东环线早日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赶在国庆中秋这天架设完毕，对项目
部来说是‘三喜临门’。这对明年底东环线
建成通车，提供了重要保证。”中铁八局二
公司现场负责人表示，为确保架梁成功，现
场架梁、运梁、制梁人员达200人。

据介绍，进入9月，重庆阴雨连绵，给
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为确保项目如期架设
成功，项目部提前谋划，制定了专项施工方
案、严控安全质量，并在9月23日14时迎
来了首片梁的架设。架设期间，项目部创
下每日架梁6孔、12片梁的纪录，最终顺利
完成了架设。

据介绍，铁路东环线正线线路全长约
15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全线有望明
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
展，对于增强重庆铁路枢纽客运、货运运力
意义重大。

6号线支线二期
有望年底建成通车

国庆期间，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支线
二期建设现场，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该工程有望年底建成通车。

6号线支线二期刘家院子站，总建筑面
积达14400平方米，目前机电安装工程进
入扫尾阶段。10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岛式结构的车站，站台层、站厅

层及设备夹层等已装饰装修完毕，站厅内
出入口标识、通道标识已清晰设置。车站
电梯、站台门等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
试。

“刘家院子站各项安装工作已完成
98%，设备单体调试已全部完成。”负责施
工的重庆机电工程技术公司称。

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机电工程公
司6支二项目部创新施工模式，首次实现
了BIM三维模型前置管控和信息化管理
平台全过程覆盖管理。同时，运用大数据
打造智慧工地，有效地缩短与节约了工期
和施工成本，9月中旬站后工程已通过了
验收。

（下转2版）

重庆交通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国庆假期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保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记者 罗芸

9月30日中午12点半，沙坪坝区童家
桥街道林泉雅舍支路上，四五家餐馆已进入
营业高峰时段。

67岁的敖行富把三轮车停在人气最旺
的童膳食堂门外，拄着拐杖来到门口，将“今
日菜品”菜单默念了一遍，选好了要点的菜。

“敖老师，我帮你把位子留好了的。”敖
行富刚走进门，餐厅负责人苟言便热情相
迎，并帮他找到一个空位。

童膳食堂，是今年8月20日开门的社
区食堂，由原来3个门面合并而成，主要为
街道内的困难群众和老人提供套餐：一荤一
素13元，两荤两素19元。对于像敖行富这
样的低保户，每餐还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
10元用餐补贴。

“有了政府补贴，自己一顿饭才花几块
钱。”敖行富满足地说。他的餐盘里，盛着米
饭和一份“旺实”的辣子肥肠。

“我们都是每天凌晨去采购新鲜食材，一
份套餐利润不足1元。”苟言说，好在食堂没有
门面费，套餐售价基本与附近餐馆持平。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饶庆告诉记者，为了解
决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做饭难的问题，街道和
和睦社区将原来出租给超市的门面收回，改
造成社区食堂，并委托有养老机构工作经验
的苟言管理。在街道内5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集中就餐的老人，还可享受免费送餐服务。

在敖行富的旁边坐着周永泰和杨宏萍，
三人都是和睦社区的老邻居，大家一坐下就闲聊起来。

“这个米饭软，正合我的胃口。”69岁的周永泰挑起米饭说。
“社区食堂开了，我就很少买菜做饭了。”65岁的杨宏萍

接过话头，“现在我们几个老姊妹可以甩起手脚去逛磁器口、
烈士墓，到了饭点就来‘报到’，方便得很！”

“我第一回来的时候，还嫌这里味道不咸、不辣，当真是给
老年人准备的。多来吃几回就习惯了，而且辣的吃得少，肠胃
也好些了。”敖行富腿脚不利索，又是独居，虽然会做饭，但他
每次拄着拐杖买菜、做饭，前后要用近两个小时。

敖行富指指食堂后厨，里面两个厨师正在颠勺炒菜，“他
们两个都是二级厨师，我这个‘江湖’厨师还是要甘拜下风。”

以前为了省事，敖行富经常去杨公桥一家餐馆吃饭，一般
每顿消费15元。十天前，他又去了这家餐馆，没有点餐，只为
告别：“我在社区食堂吃得又好又实惠，以后来这里的机会就
少了。”那家餐馆夫妻微笑着对他说：“这是好事，说明政府的
关心是实打实的！”

除了为老人和困难群众提供套餐外，目前童膳食堂还对
外提供小炒，菜价也较附近餐馆略低。上周，敖行富帮了朋友
忙，朋友要请他吃饭。他带着朋友径直来到社区食堂，点了两
荤一素一汤，花了60元。

“朋友说这里又干净、味道又好。我告诉他们，这里相当
于是我家厨房。”敖行富笑着说。

快吃完饭时，敖行富告诉记者，自己网购了一个电热饭
盒。天气渐冷，他准备中午在这里吃完饭，再拎一盒回家，晚
上在家也可以享受社区食堂美味又温暖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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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开高速测量人员正在进行大桥标高复测。
（李灿供图）

6号线支线二期刘家院子站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安装
潜污泵。 （机电工程公司六支二项目部供图）

铁路东环线野竹沟双线特大桥桥梁架设现场。
（梁成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7日，来
自市文化旅游委消息，假期前七日，全市
253家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001.7万
人次，同比恢复84.7%；全市接待过夜住宿
171.88万人，同比恢复85%，文化旅游市
场繁而有序。

全市文化旅游市场各类活动丰富多
彩，全市区县“晒旅游精品 晒文创产品”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持续推进，渝中区、铜
梁区两个专场火热启动，先后吸引3000
余万人次观看、点赞数超300万次；成功举
办首届山水重庆夜景文化节、全面启动第
五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秋冬）等
系列活动。此外，涪陵武陵山大裂谷、重
庆科技馆等30多家景区游客接待量实现
小幅增长。

乡村游、古镇游倍受青睐。假期中，
我市各区县举办了赏花、采摘、农产品集
市、民俗体验等乡村、古镇旅游活动，吸引
大量游客前往体验。

1001.7万人次
重庆A级景区接待游客量

同比恢复84.7%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10月7日，
美团发布数据显示，“双节”前五日，全国
热门景区、酒店的外卖订单量暴增，其
中，重庆酒店外卖订单量环比国庆假期
前增长 24%，增幅位居西南各主要城市
第一。

同时，受旅游复苏强劲影响，“双节”前
五日的酒店外卖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8%。外卖需求前五名为渝北区、沙坪坝
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受欢迎的
外卖菜品前五为：融合菜、汉堡、烧烤、小
面、川菜。

此外，景区外卖单量也大涨。数据显
示，10月1日至10月5日期间，热门景区
外卖单量同比去年增长200%。

环比增长24%
重庆酒店外卖订单量大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向菊梅）连日来，我市各商圈人头攒

动。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双节”期间，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促销活动，
优惠多、形式新颖，吸引众多市民消费。其中，观音桥商圈重点商贸
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

10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观音桥商圈办获悉，9月30日至10
月6日，该商圈日均人流量高达80万人次，商圈内30余家重点商
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

据了解，观音桥商圈办联动商圈内各大商贸企业，开展了2020
年秋季消费促进活动暨金秋消费节。活动中，各路商家以“首展、首
秀、满减、满赠”及线上线下消费双线融合为亮点，给市民带来了诸
多福利及新鲜的消费体验。

如北城天街携手新锐人气IP“ViViCat”（一种懒猫卡通形象），
开启“ViViCat”生活实录全国首展。10月1日开展当天，北城天街
客流量达到了14.2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2020年客流量新
高；销售突破1450万元，同比增长30%。北城天街还针对运动潮
流品牌推出促销活动，有效带动客流量和销售的增长。

（下转2版）

重庆各大商圈优惠多人气旺
其中观音桥商圈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

10月7日，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游玩消费。 记者 龙帆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数说假日市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王丽）10月7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教委获悉，10月8日21∶35，重庆卫视将播出2020年
重庆市“最美高校辅导员”发布仪式。“最美高校辅导员”是全
市“最美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组成部分之一，“最美人物”按照

“一月一类别”方式分批次发布，充分展现全市各行各业从业
者奋发有为的生动事迹和可贵精神。

此次入选的1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长期在一线工作，他
们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他们各
自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如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辅导员袁利建
立学生宿舍辅导员值班室谈心谈话机制，撰写了50多万字的
周记；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辅导员简敏着重围绕大学生
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主题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实训，主持教育
部规划课题《高校青年自组织“在线集体行动”研究》等省部级
以上课题11项，出版著作5部；重庆邮电大学先进制造工程
学院辅导员蒋琳针对00后“i时代”大学生群体特点，用信息
化工具强化学生管理。

据悉，“最美人物”系列此前已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
作者”“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最美医生”，接下来将陆续
发布“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最美基层民
警”等。

1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
今晚亮相重庆卫视

10月7日，游客在万盛经开区青山湖瀑布赏景游玩。假期即将结束，不少市民选择就近景区出游，
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瀑布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