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发布

02

2018年 12月 6日 星期四

新版上线
欢迎体验

责编 戴林 美编 张展 责校 田刚

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活动启动
12月 5日，按照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我市举行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吴存荣出席活动。
据悉，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将以 2018年 12
月 31日为普查标准时点，普查内容主要包括普查
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
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
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将全面摸清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
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吴存荣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
通力合作，扎实推进经济普查宣传工作。要以公
交站台、轨道车辆、公益广告屏等为载体，加大户
外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在渝媒体主阵地，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齐头并进，扩大社会影响力。要深
入基层、社区、园区，通过题材鲜活、贴近实际、通
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引导普查对象理解、支持、配
合普查工作。
企业代表、基层普查员代表在启动活动上表
示，将认真执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确保
源头数据真实准确，
高质量完成此次普查任务。
记者 谭婷婷
基层普查员代表宣誓

@ 企业和职工
@ 所有市民

返钱、发钱、给补助

明日“大雪”主城最低仅 6℃

就业“及时雨”来了
昨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返钱、
发钱、给补助，企业和职工迎来一场政策“红
包雨”
。

企业不裁员返还 50%失业险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
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对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 6个月
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
定，或按 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
保险费 50%的标准确定。

企业在职职工可领一笔钱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
工参加失业保险 3年以上放宽至参保 1年以
上。参保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
可在参保地申请技术技能提升补
贴。
这笔补贴有多少钱呢？初级工一般不超
过 1000元、中级工不超过 1500元、高级工不

北京时间 12月 7日 12时 26分迎来“大雪”
节气，
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该节气的意思
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节气时更大
了。
市气象台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日夜
间至 8日夜 间 ，我 市 将 出 现 降 温 降 雨 天 气 过
程。日平均气温东南部及中西部偏南地区下
降 6～8℃ ，其 余 地 区 下 降 5～7℃ ；大 部 地 区
最 低 气 温 将 降 至 2～6℃ ，800米 以 上 高 海 拔
地区最低气温降至-2℃以下。大部地区雨量
小雨（3～8毫米），中东部部分地区中雨（10～
15毫米），8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
保健专家提醒说，
“大雪”时节养生保健要注
意
“七宜”：
宜保暖；
宜保持脚部清洁干燥，
袜子要
常换常洗，每天坚持睡前用温热水泡脚，并进行
足底穴位按摩；宜多喝水；宜调整心态，
保持安静
平和，乐观豁达；宜多活动，勤运动，加强身体锻
炼；宜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宜饮食温热，
以养胃气。

超过 2000元。

失业人员收获 4个利好
◆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
员，给予临时生活补助，补助标准根据家庭困
难程度、地区消费水平等综合确定。
◆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由失业保险
基金发放失业保险金，其个人应缴纳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对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贴。
◆从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三年百万
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 16—24岁失业青
年；组织失业青年参加 3—12个月的就业见
习，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并适当提高补
贴标准。

主城未来三天天气：

这些措施何时能落地？
文件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要在意见印发之日起 30日内，制定出台具
体实施办法，组织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和
财力水平合理确定享受政策的困难企业范

围，突出重点帮扶对象，合理确定补贴等标
准，
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地。
据中新网

今天，
阴天有间断小雨，
9
℃～1
2
℃
明天，
阴天有间断小雨，
6
℃～9
℃
后天，
阴天有间断小雨，
6
℃～8
℃
记者

范圣卿

@ 电商经营者

@ 所有市民

个人开网店应按个体户登记

明年起垃圾要分类投放
不分类将被拒运和罚款
日前，重庆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单位和

个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未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的，对单位处以 1000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以 200元以下罚款。办法还提
出，按照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
原则，
将探索差别化生活垃圾处置收费制度。

如何奖罚？

如何投放？

如何问责？

做得好有奖励
不分类将被罚

定时定点分类
不分类将拒运

建立责任人制度
探索差别化收费

《办法》明确规定：单位及个人应当遵守
国家和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规定，履行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义务，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和堆放，并有权对违
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
报。在法律责任中，单位和个人违反《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的，对单位处以 1
0
0
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以2
0
0元以下罚款。
同时《办法》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成
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设有奖励措施：市、区
县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办法》明确区县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
当逐步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
度，引导公众将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直接投入
收运车辆，逐步减少固定垃圾桶，推广垃圾
不落地模式。
为解决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的问题，
《办法》要求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当分类
运输，运输单位发现生活垃圾投放和收集不
符合分类要求的，应当及时告知投放和收集
管理责任人；对拒不整改的，可以拒绝运输，
并及时向区县（自治县）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报告。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
2
4小时内进行处理。

《办法》明确规定：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
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责任人；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责任区，各单位为责
任人；车站、机场、码头、文化场所、体育场
所、公园、道路、广场、公共绿地、旅游景点等
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为责任人；宾馆、饭店、
商场、写字楼及食品加工场所等生产经营场
所，经营管理单位为责任人。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责任人不明确的，由所在地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明确责任人。
目前我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明确了固
定的收费标准，
为了鼓励推进分类工作和源头
减量，
《办法》明确：
我市按照混合垃圾多付费、
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
逐步建立差别化的生
活垃圾处置收费制度。
据华龙网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电子商务
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明确按照线上线下一
致的原则，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成为企
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应当依
照现行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相关规定向各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
执照信息。
据《经济日报》

@ 所有参观者

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可预约
昨日起，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对渣滓洞景区、
白公馆景区、松林坡景区试行网上实名预约免费
参观，
并于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实行。
据介绍，景区预约人数将以景区最大日承载
量为限，其中，渣滓洞景区最大日承载量为 8000
人，白公馆和松林坡景区最大日承载量合计为
7000人，试行期间实行网上预约或线下凭身份
证进入参观。
景区提醒，网上预约参观包括团队和个人两
种方式，其中，团队预约可通过重庆红岩联线管
理中心官网进入预约报名，个人预约则可以通过
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报名，两种预约最终
都将生成一个入园二维码，游客扫描二维码或身
份证方能进入景区参观。
记者 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