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闯禁乱行、涉牌涉证、遗撒
飘散……各类工程运渣车的违
法行为曾在道路上屡见不鲜。
为了确保建筑工地的工程运渣

车运输规范、有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昨日
下午，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召开工程运渣车
综合治理工作现场会。记者在现场获悉，目
前由多部门开展的工程运渣车专项整治行
动成效显露，工程运渣车交通违法、事故、舆
情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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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违法行为同比增116.24%

记者了解到，全市目前共有渣场 59
处，其中主城区16处，参与城市建设的工
程运渣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
7660辆，其中主城区3488辆。如何对工程
运渣车进行规范？市公安局联合城管局、
交通局等部门按照“集中整治月、源头治理
月、科技治理月、综合治理季”的步骤开展
严查整治行动。

据介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在
主城区查处工程运渣车闯禁乱行、涉牌涉
证、遗撒飘散等9类重点违法行为1.53万
起、同比上升116.24%，共发生涉及工程
运渣车交通事故8起，同比下降48.63%；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53.13%，突出违法舆
情问题从2018年的月均近3起下降至目
前的不足1起。

4方面严查工程运渣车

重庆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本次工程运渣车专项整治行动期间，交巡
警联合相关部门主要从4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是源头严要求：全面排查清理“五
类重点要素”，共排查工地265处、渣场12
处、渣土运输企业97家、工程运渣车8425
辆、驾驶人7877人，召开工地业主、运输企
业警示约谈会32次，签订《安全驾驶承诺
书》2791人次，整改不合格车辆752台次，
排查整改不合规工地、渣场42处，从源头
上坚决禁止不合格的车、不合格的人上路。

其次是路面大力度：严查工程运渣车9
类突出违法，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的
思路，梳理工程运渣车交通事故、严重违
法、舆情投诉集中的路段35条，以夜间20
时至次日2时为重点，设置固定检查站36
个，流动检查站20个，梳理电子警察、卡
口、区间测速等电子执法设备196套，密集
查处、抓拍工程运渣车5651起，查处闯红
灯、超速、闯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改
装、假牌套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号牌
（放大字号）不清、遗撒飘散载运物等9类突
出违法1.53万起。

第三是共治强合力：积极联合城管、交
通等部门开展专题调研，从强化渣土运输
准入许可、工地“出门”管理、GPS监控数据
信息共享等环节研究联合监管措施，将1年
内有3次以上突出违法、计满12分、发生重

大责任交通事故的工程运渣车纳入“黑名
单”，城管部门停办《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
721个，公安交管部门停办《货车通行证》
381个，建立完善工地“出门”管理制度，设
置工地“出门”劝导站220个并落实专管
员，推行“四不出站”，督促安装使用GPS轨
迹监控系统3173辆、安装反光放大号牌
2847块。

最后是宣传声势高：全频宣传营造严
管氛围。通过多媒体平台集中开展工程运
渣车整治行动专题宣传50余次，公布警方
决心措施，及时收集曝光违法多发、事故多
发、舆情多发路段36条，曝光违法车辆集
中渣土运输工地25处，曝光事故多发运输
企业8家，全面营造严管声势氛围，得到了
广大市民的支持认可。

6措施提升综合治理实效

在会上，全市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强
调，未来将以此次现场工作会为契机，以更
大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积极推动整
治效果从“立竿见影”转向“持久长效”。

一要重点推进挂牌治理。紧盯市级挂
牌的36条严管路段、18个严管工地、7家高

风险运输企业，加大路检路查联合执法力
度，严格落实重点除渣消纳路段持“双证”
通行，进一步规范通行线路、时段，减少无
序乱行违法行为。

二要综合运用严治手段。充分利用27
家GPS监控平台采集的动态监控数据，持
续加大对超速违法行为调查取证惩处力
度，并针对反光放大号牌不清、后号牌电子
警察无法识别的问题，对电警抓拍进行升
级，统一规范后号牌设置，切实解决非现场
执法取证难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全天候严
管整治能力。

三要分类开展主题治理。7月，以“科
技治理月”为主题，通过新建科技执法设备
和现有设备利旧迁建等方式；8月，以“综合
治理月”为主题，充分发挥各级“交安办”作
用，形成部门严管严查合力。9至10月，以
自主整治为重点，深入推动整治行动向关键
重点、薄弱环节和问题症结发力攻坚，确保
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和社会反响。

四要建立协同共治长效机制。紧扣运
输许可、工地出场、路面联动、信息共享等
四个环节，建立完善部门联合监管长效机
制，推动我市渣土运输各项管理工作向标
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前行。

五要建立滚动排查长效机制。重点针
对渣土运输“五类关键要素”和工地、渣场
开口、占道管理等情况，实行日常监控巡查
关注动向、每周数据更新掌握底数、每月全
覆盖实地滚动排查，确保及时发现、及时整
改各种内部管理中和车辆上路前的问题。

六要建立执法严管长效机制。精准把
握执法的“时、度、效”，持续强化证据意识、
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加强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注重语言规范、
行为规范，实现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全市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会继续做好工程运渣车综合治理工作，在
保证渣土及时运出的前提下，营造更加安
全、环保的交通环境。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荞 余
珂静 警方供图

我市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报销不用再跑腿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文翰）昨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该
区将依托阿里云城市大脑的核心技术，打
造智能城市数字平台项目，全方位助力两
江新区在交通、停车、医疗、教育、城市管理
等领域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

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
发开放新区，阿里云则拥有中国市场上唯
一的自主操作系统飞天。今年6月，阿里
云创新中心（重庆）已经在重庆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正式投用，重庆的大数据智能化
定位，和阿里巴巴集团的理念、业务非常契
合。因此，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很看重重
庆，而智慧城市正是两江新区着力打造的
领域之一。

同时，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
基地，形成了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和中国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阿里云是
全球领先的数字化转型专家，帮助汽车及
各行业进行数字化创新。

在高校方面，阿里云已与重庆大学、重
庆交通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等9所高校达成合作协议，利用
自身的技术优势与高校合作加快培养大数
据人才。阿里云和重庆市级交通、公共安
全、城市管理等部门达成初步合作，与包括
两江新区、南岸区等多个行业和部门展开
了落地创新，同时与长安集团、小康集团等
多个企业展开合作。未来将继续深化同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合作，共同促进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产业的发展。

在即将举行的第二届智博会上，阿里
巴巴有展区和论坛两部分组成，展览占地
面积1000平方米。展览包括数字政府、普

惠金融、工业大脑、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
能商务、智能零售等内容。展区计划融入
浓厚的重庆特色，展现出云计算、大数据与
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趣味场景。

阿里论坛作为智博会的同期活动，计
划在8月27日举办。内容包括阿里云在
数字政府、城市大脑、互联网+监管等业务
及技术应用能力，蚂蚁金服科技创新，钉钉
移动政务能力，以此组合形成前沿的数字
化理念，与城市发展结合，构建新型智慧城
市的蓝图，助力区域经济带发展，加速产业
升级。此外，论坛将解读阿里巴巴对新型
智慧城市的打造，分享阿里在数字政务应
用的数字化转型新方案，展示政务民生支
付、小微金融和区块链等科技场景，呈现移
动政务助力城市数字化服务，分享重庆城
市大脑项目实践等。

主城区立体绿化完成16项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朱婷 实习生 易建旭）昨日，市城
市管理局召开城市综合管理“城美山青”
工程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
以来，全市各区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环境
改善，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大力实施

“城美山青”工程，目前，主城区已完成立
体绿化项目 16项，重要道路景观提升 9
条，消落区生态修复项目3处，城市边坡
空地整治23块。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上半年，“城美山青”工程率先在主城区开
展，远郊区县立即跟进。据了解，“城美山
青”工程是我市2019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提
升工作的七大工程之一，是推进城市园林
绿化专项品质提升工作的具体化、项目
化。“城美山青”工程实施了5个类别的绿化
建设，分别是开展立体绿化，推进生态绿廊
建设，推进滨江生态修复试点建设，实施山
体彩化工程，城市待建地、闲置地、边坡、护
坡、堡坎绿化治理。

多部门联合开展工程运渣车专项整治行动

主城区两月查处重点违法行为1.53万起

▲运渣车整治（资料图片）

阿里云与我市9所高校合作
共同培养大数据人才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周小平）昨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经过两年
多的努力，联网结算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加，
截至上月底，全国已有近19000家医疗机
构接入国家异地结算系统，我市接入174
家。这意味着，我市的医保参保人员到已
接入全国异地就医结算平台的定点医院住
院不用再回重庆报销了。

据介绍，我市备案手续进一步优化便
捷，通过异地就医备案登记专线电话和手
机APP，足不出户，轻松完成。基本解决
了参保人“垫支和跑腿”的问题。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对象涉及三类人
群：一是退休后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退休
人员、随子女异地养老人员、被单位外派异
地工作等异地安置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和

常驻地工作人员；二是因病情治疗需要，转
往市外住院就医的人员；三是在市外突发
疾病临时住院就医的人员。

那么，参保人员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需要什么条件？首先，参保人办理
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登记手续；其次，持有
本人社会保障卡，并可以正常使用；再者，
选择就医的医疗机构已接入全国异地就医
结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