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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车祸后落下残疾，江津区几江
街道五举村的廖佳（化名）便从来没有
开心过，为了让她尽快走出阴霾，村妇
联执委们经常来陪她聊天、为她按摩、
整理家务。整整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廖
佳终于重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群团改革以来，帮助困难家庭，服
务广大妇女儿童，像这样暖心的事几乎
每天都在重庆基层发生。而促成这些
暖心事的，正是各级妇联组织以及活跃
在基层的16.4万名妇联执委。

减上补下
让妇女群众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在群团改革中，市妇联针对组织结
构头重脚轻，基础薄弱等问题，实行“减
上补下”打造精简高效的妇联机关，将
工作重心下沉，全面推进“会改联”壮大
基层组织。改革按照小机关、大网络、
强基层、全覆盖的原则，市级妇联完成
了对组织构架的改革，内设机构从11
个精简为7个，市妇联机关及所属事业
单位编制人员由214名精简为171名，
精简编制全部充实到基层一线。全市
8723个村妇代会改建为妇联，2711个
社区完成换届，1011个乡镇（街道）建
立区域性妇联，四级妇联组织共选举执
委16.4万余人。

2016年1月26日下午，作为我市
第一个“会改联”的村子，渝北区兴隆
镇徐堡村召开了第一次妇女代表大
会，51名村落院坝推举出的妇女代表
参会，投票选举出了1名妇联主席、2
名副主席和15名执委。在这次会改联
会议上，还确定了“主席联系执委，执
委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众”的联系制
度，把全村妇女都联系起来，互相帮
助、共同发展。

市妇联在群团改革中，打破了年

龄、学历、身份、职业的限制，把一批乐
于、善于做妇女工作，在妇女中有一定
影响力的优秀女性推举为了妇女代表、
基层妇联执委、专（兼）职妇联主席等。
同时，还下发了《关于强化基层妇联组
织职能职责和发挥基层妇联执委作用
的指导意见》，对基层妇联的组织制度、
主要职责任务，执委的职责任务、基层
妇联对执委的联系和服务等都作了明
确的要求。建立了执委家访制度和挂
牌上岗制度，主动将妇联主席、副主席、
执委的姓名、联系方式、分片联系安排
等基本信息向群众公布，明确每个执委
分片定期入户走访所联系的妇女群众，
发放执委联系卡，设立主席信箱，让妇
女群众有事找得到妇联干部。

按需服务
让妇女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实现了基层力量倍增。为满
足妇女群众所需，市妇联建立了“群众
提出——群众参与——群众评价”的妇
联工作机制，让妇女群众在参与中有更
多获得感。

每年3月是妇联的需求调研月，在
此期间，全市各级妇联主席、执委和妇
女代表们都会进行走访，开展妇女问需
调查，将妇女需求纳入区县妇联、镇街
妇联和村社妇联一年工作的大计划
中。在工作和具体活动开展前，还要通
过走访或是召开院坝会的方式，广泛邀

请妇女群众参与工作部署、活动设计。
活动结束后，执委们会通过电话问询和
与妇女们的交流中了解群众对妇联工
作和活动的评价，依据评价不断对工作
和活动进行改进。

今年母亲节前夕，江北区和韵家园社
区妇联向妇女们征求对妇联工作的建
议。社区有群众提出：“都说婆媳关系最
难处，但是有个好婆婆，家庭关系就能处
理得很好，妇联评最美家庭，能不能评评
最美母亲呢？”依照群众建议，和韵家园
社区在“最美”系列评选中增加评选“最
美母亲”的内容。通过居民报名、召开社
区居民代表会议、活动现场自述故事、社
区居民投票表决，黄云芳、唐国会等成为
了社区首届“最美母亲”。

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渝北区龙
山路社区妇联开展妇女需求调查，“手工
制作”培训的需求率达80%。于是，社区
妇联就邀请手工达人为辖区妇女群众开
课，讲授丝网花的具体做法。通过一次次
的学习和交流，龙山路社区已组建起一支
30余人的“夕阳美如花”织花小组，她们
把一起创作的花卉作品拿出来义卖，筹集
的善款用于帮扶辖区困难妇女儿童。

“她们是妇联人，人人代表着妇联
组织，16.4万名执委已成为全市基层
妇联工作最强有力的支撑。”市妇联相
关负责人说，执委们把有趣的活动带
给广大妇女群众，温暖的关怀带给困
难妇女儿童，让妇联真正成为妇女温
暖的娘家。

“会改联”强基层

让妇联成为妇女温暖的娘家
本报记者 杨铌紫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真心
感谢你们，帮我挽回了8万元损失！”
近日，在荣昌区工商、法院、房管等部
门的共同调解下，消费者王先生与开
发商之间的纠纷终于得到妥善解
决。这是荣昌建立全域消费维权新
机制的一个缩影。该机制就是：单
纯消费维权和小额度消费纠纷，由
工商部门和消协负责处理；涉及电
信、房地产、公共交通、教育培训、人
身伤害、水电气等，则由工商部门会
同相关部门各尽其职共同解决，避
免了以往工商部门的单打独斗格
局。

据了解，王先生于9月29日在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交纳了2万元，签订
了房屋认购书。谁知开发商告知王
先生，因为公司临时调价，不能与王
先生签署买卖合同。原来开发商国
庆开盘价格，预计比王先生签订的认
购书约定的房屋单价每平方米涨
500—800元，全部算下来，足足要多

8万元。王先生立即前往区工商局
消保科投诉，该局遂协同房管、法院
启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机制，王先
生与开发商最终按照认购书上的价
格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买到了心
仪的房子。

近年来，消费维权问题凸显，仅
仅依靠工商、消委会调解处理远远不
能满足消费者的维权需要。根据这
种新情况，荣昌区出台了在政府领导
下，多部门、多层级共同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相关规定。今年9月，区
政府发布文件并且召开联席会议，明
确工商、房管、法院、教委、公安等22
个成员单位的职责划分，严格规范工
作程序和调查机制，使协同共治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

新机制运行以来，该区共受理消
费纠纷68件,成功调解41件，经调查
立案查处27件，共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118.46万元，受到广大消费者
好评。

荣昌建立全域消费维权新机制
成功调解41件消费纠纷

沙坪坝开展防范和
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你们看，这上面哪里有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派遣相关单位处
理，全面让市容脏乱差、乱停乱摆、垃圾死角等城市乱象无处遁形。”近日，在渝州路
街道数字化城市管理分中心，工作人员干亚岚指着监控画面向前来参观的全国40
余家网络媒体介绍道。

今年8月，渝州路街道依托九龙坡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成立了数字城管分中
心，办公面积70余平方米，按市政、治违、环保、建管4个内容配置坐席人员7人、专
业巡查人员20名，此举标志着街道城市管理又迈出了新的一步。网格巡查人员姜
磊说，他们在街面巡查如发现问题就用“城管通”手机拍照上转至分中心，分中心就
会及时将问题分派到相关单位处理，单位处理完毕也会将处理结果反馈至分中心，
最后他们再次核查结案。

运行3个多月来，分中心共处理来自数字化城管通、12319、区智慧城市APP以
及市民投诉案卷17256条，处理率100%，结案率94.03%，群众满意度高达97%，辖
区内的城市环境、街面秩序、老旧社区愈加宜居、靓丽，有效为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
活提供了强力支撑。 魏娜

渝州路数字城管让城市管理更高效

工作人员在谢进轩的小作坊查看香肠腌
制情况。 记者 彭瑜 摄

郑彩成（右二）在向村民传授腊肉腌制技艺。 记者 彭瑜 摄

相传巫咸古国，巫姑为“盐水女神”的
代表，在劳作中发明了盐水腌肉。这便是
后来的腊肉。现在，巫溪县女干部郑彩
成，在海拔 1400 米的大山上，采取传统小
作坊方式腌制腊肉 15 载，并带动 500 多户
村民脱贫致富。人们都说，巫姑当年的腊
肉味又回来了。

核
心
提
示

11月27日，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打击非法集资宣
传手册。近来，该区各街镇陆续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单、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常见形式和防范措施，
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同时，主办者还结合近年来非法集资类典
型案例，以案说法，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自觉远离和抵
制非法集资，避免自身财产遭受损失。 通讯员 何超 摄

11月25日，巫溪县塘坊镇梓树村四组，村民
谢进轩家闲置的土瓦房冒出缕缕炊烟，不时飘出一
股腊肉的香气。

循味入院，重庆日报记者发现，土瓦房内挂满
了香肠、猪腿、猪耳等，这里正在烘烤腊肉。
“郑孃孃正教我学习小作坊腌制腊肉。”谢进轩

口中的郑彩成今年50岁，系塘坊镇干部。早在
2002年，她就开始带领山区群众腌制腊肉创收。
谢进轩说：“她教会我，我再带动其他贫困户做腊肉
挣钱。”

塘坊镇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很多群
众眼里，郑彩成就是传说中的巫姑，她不但重拾
起传统的腊肉制作技艺，让腊肉味“复活”，还带
动当地群众增收。所以，群众都说，巫姑郑彩成
回来了！

四年摸索
她最终掌握腊肉腌制烘烤技术

15年前，郑彩成是一名财税干部。她先后多
次登门找一位老大爷收税无果。老人指着灶台上
几块腊肉，一脸无奈。“真没得现钱。”这不是郑彩
成第一次遇到村民想用腊肉抵税钱。在巫溪，老
百姓土地多、产粮也多，但那时受交通制约，粮食
卖不了钱，只好用来喂猪，但猪长大了也运不出
去，只好杀了吃，吃不完的就做成腊肉挂着。“如
何将腊肉变成钱？”老人的话，让郑彩成和同事们
陷入思考。

2012年，镇里安排郑彩成与另外一名同事，
利用闲置的薯片厂做腊肉卖，带动村民销售生
猪。入冬后，最适合腌制腊肉，但那时气温低至
零下七八℃，猪肉里的冷气让手钻心地胀痛。每

到冬天，郑彩成的手都会裂开口子，有时还浸出血来，
沾了盐水非常疼。为此，她的手指都缠上了创可贴。

“吃点苦、受点痛还能熬，腌制技术不过关最难
受。”郑彩成说。

虽然生在农村，但郑彩成对腊肉腌制一窍不
通。她于是请教当地的农村妇女，发现她们的技艺
也不能满足批量销售的要求。“只能自己摸索做对
比试验。”郑彩成说。

腌制腊肉，盐的比例很重要，咸了没有腊香味、
淡了猪肉要变味。用盐腌制的时间也有讲究，既与
猪肉的块形大小有关，还要考虑室外温度，气温高
则腌制时间短，反之，腌制时间就会长。历经四年
摸索，郑彩成最终掌握了腊肉腌制烘烤技术。为
此，她耗损猪肉3000多斤。有一次腌制猪脚，因为
气温太高，腌制时间较短，后来有了异味。于是，她
将这些猪脚全部销毁，损失约6万元。

为了诚信
扑杀158头母猪后一夜白发

一头仔猪，饲养8—10个月后能长到300斤左
右，这样的猪肉正好适合腌制腊肉。但不少村民坚
持把猪喂到400斤，才出栏宰杀。

为保证腊肉腌制品质，郑彩成自建母猪扩繁场，
养殖60头母猪，产仔销售给村民要求用熟饲料喂
养，并建立养殖跟踪档案。待猪长到250-300斤
后，她以高出市场价1元的价格进行回收。

2008年，郑彩成引回158头母猪，随后出现了
脚趾脱落、嘴角有泡等类似口蹄疫病的现象。当
时，仅有20头母猪疑似出现口蹄疫，但郑彩成一
狠心，将引回的母猪全部扑杀掩埋。之后坊间传
闻，她将掩埋的猪肉掏出来做了腊肉。相关部门
及时到现场开挖查看，戳穿了谣言，给了郑彩成一
个清白。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当天，郑彩成不忍目睹
宰杀现场，独自回了家。那天，她在家坐了整整一
夜，第二天就出现了白发。“当时我刚好41岁。”郑
彩成说，这批母猪价值40万元，但不能为了钱就昧
了良心，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做产品就像腌制腊肉
一样，要将诚信、安全腌制进产品。

“做产品就是做人。”王昌秀说，这是郑彩成常
说的话。当年，王昌秀是郑彩成请来做腊肉的师
傅。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跟着郑彩成干，不但提
升了腌制腊肉的技术，挣了钱，还被郑彩成讲诚信、

有责任的情怀所感染。
郑彩成不仅用行动影响村民，还出资帮扶困

难群众。谢仲清2万元、谢仲林5000元、欧世品
5000元……从2014年开始，郑彩成借出6.5万元
资金，帮助7户困难群众改建圈舍、引进种源，带
动他们养猪脱贫。10多年来，郑彩成用诚信感染
着身边的人，培养了塘坊、通城、凤凰、文峰、尖山
等乡镇近500户“诚信养猪户”，并每年收购成年
猪1000余头，带动村民创收300多万元。

回归传统
带领群众用小作坊腌制腊肉

在郑彩成看来，腌制腊肉不应只是为了赚
钱，更要传承技艺，把腊肉做成巫溪一张响亮的

“名片”。
2014年，郑彩成引进外来投资商，希望将巫溪

腊肉做大做强。郑彩成说：“但后来工厂化的腊肉
生产不是我想象中的腊肉味道。”

通过调查研究，郑彩成发现，腊肉还是要坚持
用传统的腌制方式，才能保证原汁原味。今年7
月，在郑彩成的主导下，再次开始了小作坊生产方
式腌制腊肉，并注册了巫姑腊制品品牌。塘坊镇
梓树村的常年气温在22℃左右，村民闲置的土瓦
房多，非常适合小作坊腌制腊肉。郑彩成在这里
精选了15户村民，继续她的小作坊生产方式腌制
腊肉。

“腊肉不是烟熏，是炭火烤。”11月25日，在谢
进轩家，郑彩成为姚胜明、杜廷玉、姚世菊等村民讲
解烤房的炭火管理。

谢进轩说，15户村民大多数是贫困户，目前都
在他的烤房里学习腌制烘烤技术。待掌握了技术、
试点成功后，郑彩成会把猪肉分发到大家各自的土
瓦房内烘烤。

谢进轩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两个月，他烘烤
了30吨腊肉，按协议可以领到约9万元的加工费。

“没想到利用破旧的土瓦房还能挣大钱。”村民
姚胜明说，等把技术学到手后，把自家的土瓦房修
整出来，她也跟着郑彩成烘烤腊肉，“明年脱贫应该
问题不大了。”

目前，巫姑腊肉已经拿到了150吨订单。郑
彩成表示，随着市场的拓展，将组织更多的农户利
用闲置土瓦房腌制烘烤腊肉，带动大家脱贫致富
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娄亚梅）近日，万盛经开区出台
《万盛经开区引进人才若干政策（试
行）》吸引人才，对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重点产业人才、地区经济急需人
才、教育医疗人才、本土人才等8个
板块，制定了创业资助、研发资助、住
房待遇、学费补助、家属就业等10余
项优惠政策。

万盛此次出台的人才政策是为
加快推进人才强区战略、助推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体现在人才最
关心的待遇、工作和生活等多个方
面。比如，给予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最
高100万元研发资助、最高600万元
创业资助，以吸引集聚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对于符合万盛产业引导基金投
资条件的，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股

权投资支持；给予在万盛经开区内主
持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实验室或其
他研发平台的人才最高100万元启
动资助；给予地区经济社会急需人才
最高每年50万元薪酬、给予高水平
教育医疗人才最高每年100万元薪
酬等。

此外，万盛经开区还积极培育壮
大本土人才队伍。此次出台的人才
政策明确，对于返乡就业的重点高等
院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应届毕
业生，将给予最高2万元学费补助和
2万元生活补助等。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万盛经开区
也将同步开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给
予来万盛经开区就业创业的人才家属
就业、子女入学、假日生态疗养、景区
旅游、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优惠政策。

万盛出台政策吸引人才

大学生返乡就业最高可获4万元补助

本报讯 11月24日—26日，由
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巫山国际红叶节组委会联合主办
的2017巫山国际红叶节“三生三世·
神女有约”百名单身职业青年寻爱之
旅走进巫山活动成功举行。

从重庆主城出发，乘大巴抵达巫
山，乘轮船、爬高山、坐索道……100
名单身男女青年的行程跨越了千里，
只为“寻爱”。

活动分为相识、相知、相恋三个
篇章，三天两夜的旅程中，单身青年
先后前往神女峰、神女溪、神女天路
进行游览，攀登岩壁、乘坐游船、观赏
红叶……在这里，单身青年们领略到
了“神女”的绰约多姿，体会到了“忠
贞爱情”的精神内涵。

为了更好地拉近单身青年之间
距离，主办方还准备了联谊晚会及互
动游戏，原汁原味、正宗地道的巫山

山歌表演让大家感受到巫山的山水、
人文之美。晚会上穿插的歌曲接龙、
飞向幸福、嘉宾展示等互动游戏更是
点燃气氛，叫好声连连；在当晚“真情
告白”环节中，部分嘉宾还上演了现
场表白的浪漫戏码。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
动旨在通过搭建交友联谊平台，引导
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帮助单身青
年真诚交友、寻找真爱。

团市委紧扣单身青年婚恋交友
需求和兴趣爱好特点，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构建市、区县、乡镇三级
团组织联动的工作机制，融入文化娱
乐、兴趣培养、技能提升、公益服务等
内涵，打造了“青年之声·青春有约”
品牌，帮助青年解决单身问题。全市
各级团组织开展婚恋交友活动1500
余场次，参与青年达11.6万人次。

（本报记者）

共赴神女之约 同赏红叶之美

百名青年巫山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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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女干部郑彩成

重拾传统腊肉制作技艺
带动500多户村民增收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