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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市市政设施管理局 7月 10日发
布消息：将于 7 月 12 日至 31 日
对虾子蝙立交车行下穿道及四
公里Ⅲ匝道棚洞隧道进行容貌
整治。整治期间将封闭施工，请
驾驶员朋友绕道行驶，合理安排
出行路线。

具体交通管制情况如下：
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每

日 23 时至次日 6 时，封闭虾子
蝙立交车行下穿道（江北区府
上内环往北环方向，内环下道
往 海 尔 路 、寸 滩 方 向 下 穿 道）
交通。期间，江北区府上内环
往北环方向车辆沿海尔路直行
到寸滩立交调头后在五桂立交
上道；下道往海尔路方向车辆

在五童立交提前下道，经渝鲁
立交前往海尔路、寸滩方向；
调头车辆在五童立交提前下道
后经渝鲁立交后在五童立交上
道。

7月12日至7月18日每日23
时至次日6时，四公里Ⅲ匝道棚洞
隧道匝道（即真武山隧道往四公里
方向下道匝道）封闭一个车道施
工；7月19日至7月23日每日23
时至次日6时，全封闭该匝道施
工，期间请车辆改道南山立交下道
或在南山立交调头后前往江南立
交下道；7月24日至7月31日每
日23时至次日6时，该匝道还将
封闭一个车道施工。

如遇工期调整或延长，将适时
发布相关信息。

虾子蝙立交车行下穿道及四公里Ⅲ匝道棚洞隧道

7月12日至31日封闭施工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7
月 10日，市妇联、市综治办联合
召开创新开展“平安家庭”建设推
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重庆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一年多来，各试
点区县“六类问题”家庭平均改善
率为 52.7%，平均明显转变率为
39%，实现了预期目标。

2016年10月，市妇联、市综
治办结合重庆实际，在江北区、渝
北区、北碚区、潼南区、开州区、垫
江县和秀山县等七个区县，创新
开展“平安家庭”建设工作先行试
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家庭为
主体，以村（社区）为重点，着力帮
扶改善和转化涉毒品、赌博、家庭
暴力、违法犯罪、邪教、矛盾纠纷
等“六类问题”家庭，如今平均改
善率已经过半。

市妇联、市综治办将“平安
家庭”建设工作作为家庭文明建
设的重要载体，下阶段要将专业
力量与群众力量结合，提高对问
题家庭的帮扶转化效果，引导社
会力量加入，采取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等方式，通过项目化运作等
形式，吸纳法律、心理咨询、社会

工作等专业社会组织和力量参
与进来，推进专业化、规范化发
展。

市妇联维权部副部长伍凌介
绍，在具体措施上，将加强常态排
查，摸清问题家庭底数，实行“台
账式”管理，逐项落实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加强分类帮扶，针对不
同情况，逐一制定切合实际、针对
性和操作性强的帮扶方案，做到
一户一支帮扶团队、一个帮扶计
划、一套帮扶措施，努力把一批有
吸毒、赌博、家庭暴力、重大家庭
矛盾纠纷等问题的家庭转变为

“平安家庭”。
其中，重点针对有重大家庭

矛盾纠纷的家庭，要完善重大家
庭矛盾纠纷发现和多元化解机
制，综治、信访（维稳）、政法、妇联
等部门要深入开展以“进家入户、
排忧解难、化解矛盾”为主题的

“民转刑”命案防范行动，全面深
入开展易引发命案的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到2020年底，力争
50%以上的存在上述问题的家庭
得到有效改善，20%以上的家庭
得到明显转变。

我市创新“平安家庭”建设工作初见成效

“六类问题”家庭
平均改善率过半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余虎 周尤）为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帮助今年考上大学
的贫困学生圆求学梦，7月10日，团市
委联合重庆市青年联合会、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
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举办的2018年
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
公益助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重庆日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自
2006年起，重庆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
连续开展12年，得到茅台集团、农业银
行、中建集团等爱心企业和邓文中、“尹
明志愿者”等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累
计募集资金8742.8万元，帮助23437名
困难家庭学生圆了大学梦。

今年，已初步确定“鲁渝共青团

东西扶贫协作”圆梦助学金、“国酒茅
台·国之栋梁”助学金等 9 个助学项
目，预计资助贫困学生约700名。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除提供助
学金、奖学金等传统资助外，今年圆梦行
动将继续深入开展“尹明助学”“为爱助
跑”“爱心岗位”“爱心车票”等特色资助
项目。

本报联合团市委发起的“尹明助
学”项目将设立“尹明助学金”，通过民
政部指定互联网募捐平台发起公益众
筹，接受社会捐款，将众多尹明志愿者
的点滴奉献汇聚成爱的海洋，托起寒门
学子的人生航船。

“为爱助跑”项目将以荧光夜跑的
形式，在重庆市主城及29个区县同时开

跑，为助力寒门学子圆梦大学奔走呐
喊，吸引市民关注并参与捐款。

“爱心岗位”项目将发动爱心企业
提供暑期勤工俭学岗位，帮助寒门学子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取学费，建立自
立自强的信心。

“爱心车票”项目将募集善款为贫
困大学新生购买一张“从家乡到大学”
的火车票、汽车票，让求学之路充满温
情。

据了解，凡是重庆籍参加2018年高
考并已被全日制本科院校录取的困难
家庭学生，均可向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及所在区县团委咨询并提交助学
申请。经核实资料、捐方面试等审核流
程后，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将获得3000

元至15000元不等的爱心资助。
“若一次性资助金额达到20万元，

可在市青基会设立专项基金，根据捐方
意愿进行定向资助，市青基会还将出具
免税专用收据。”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有意向资助贫困大学新生的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可与重庆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联系，或拨打热线023-12355咨
询捐款相关事宜。

2018年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公益助学系列活动启动

“尹明助学”项目将通过网络平台发起公益众筹

本报讯 （记者 余虎 周尤）7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去
年，“尹明助学”项目通过线上众筹和线
下捐赠的方式共筹集爱心助学金53万
元，帮助全市106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
学新生圆了上学梦。

“尹明助学”项目在去年首次被纳入
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公益助
学系列活动。自去年7月希望工程系列
活动启动后，“尹明助学”项目受到许多
爱心人士的关注，短短两个月线上筹款
总额达到17万元，线下筹款总额达到
36万元。

受资助的100多名学生来自我市黔

江区、奉节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等
10余个区县。

“尹明助学”项目为什么能在短时间
内凝聚起众多爱心？许多捐赠者表示，

“尹明”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感动
了自己。“特别是去年一位不留姓名，只
说自己是‘尹名志愿者’的好心人，捐赠
20万元现金给‘尹明助学’项目，市青基
会在征得他同意后设立了专项奖学金，
这笔爱心捐款以每人每年1万元的标

准，专门用于帮助贫困女学生。”市青基
会工作人员唐虎龙说。

不仅是捐赠者，被资助的学生同样
深深被“尹明精神”所感动。来自奉节县
平安乡的贺昱淋由于家庭贫困差点与大
学失之交臂，好在去年受到“尹明助学
金”资助，现在她已是重庆师范大学数学
专业的一名学生。“‘尹明助学金’对我来
说，不只是一笔资助，一份关爱，它还是
一份责任，让我把爱传递下去。”现在，贺

昱淋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外小学做志愿
者，参加爱心家教，传播尹明精神，希望
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尹明志愿
者队伍中。

同样受到资助的还有就读于重庆医
科大学的谭田，她说：“因为遇见了‘尹
明’，幸运的我得以完成学业。我将把这
份爱心不断地传递下去，努力成为万千

‘尹明’中的一个，这是‘尹明’对我的教
导，也是我奋斗的目标。”

106名贫困学子受益“尹明助学金”圆大学梦

本报讯 （记者 余虎 周尤）尹明
是重庆日报经营了18年的一个品牌，已
成为重庆的爱心符号。为进一步提高尹
明品牌美誉度，7月9日，重庆日报正式
成立尹明工作室，将尹明品牌由助学扩
展到更多公益领域。

重庆无愧为一座大爱之城、公益之
城、志愿者之城，重庆日报在不断挖掘
报道尹明过程中，无数像尹明那样隐姓
埋名做好事善事美事的人不断涌现出
来，成为一个闪亮的群体。2013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颁奖，尹明
成为唯一一个用爱心符号替代头像的获
奖者。

在尹明的感召下，一支助学志愿服
务队在2014年成立了，一个由20余个

街道社区参加、资助社区困境孤残儿童
的爱心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资助贫困
大学新生的助学项目——尹明助学金设
立了，并被纳入重庆市希望工程“精准扶
贫·圆梦行动”。

从2016年起，重庆日报常态开设“寻
找身边的尹明”栏目，报道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身边尹明故事。尹明故事、尹明人
物、尹明活动，汇集成尹明品牌。尹明是
重庆的爱心符号，也是重庆的公益品牌。

“成立尹明工作室后，要为尹明注入
更多的内容，把尹明活动扩展到所有公
益领域。”重庆日报负责人表示。

尹明工作室也将从即日起，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线索，采写报道重庆公益机
构、公益人物故事，充分利用自身平台
优势，深耕本土公益资源，激发更多的
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重庆这座爱
心之城、公益之城、志愿者之城更加大
放异彩。

重庆日报成立尹明工作室
将尹明品牌由助学扩展到更多公益领域

大足区三驱镇的竹编产品在当地颇有名气。仅以
竹席为例，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打竹席”，以贩销竹席为
业者就有上千人，年销售量曾达259万余张。

随着时代变迁，机械化生产的藤席、竹丝席等产品
带来的市场冲击，让从事竹编生产的从业者越来越少，
就连曾经商贩云集的竹席市场也逐渐消失。当地老一
辈竹编艺人介绍：“竹编是技术活儿，要耐得住性子，同
时，没有了专业市场，产品不好卖收入也少了。”

因为销售难，从前人们在茶余饭后，席地而坐、三
三两两“竹编忙”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手工技艺

也正在没落。
转变从去年10月开始。三驱镇政府借助“互联

网+”的方式，利用电商平台，为“土里土气”的竹编产
品找到了新的出路。该镇组织5名懂技术的村民成
立了“天成竹制品专业合作社”，一边通过合作社重
新调动村民的编制热情，一边将其产品统一进行网络
销售，让传统的手工制品搭乘“电商快车”走向全国
各地。

以竹席为例，当地常见的材料有慈竹、水竹、观音
竹等，做工细腻、规格齐全、品种繁多。一床1.8米的水

竹席，在网上的销售价格超过1000元，因其凉爽舒适、
止汗解暑的特点，广受欢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
红”。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当地已有60余户村民主动加
入合作社，重新钻研起竹编技艺来。电销的竹编产品
也从单一的竹席向竹篓、竹筐等产品延伸，产品种类达
到了70余种，月销500余单，销售额达8万元左右。

“土货”搭电商成为“网红”，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生动体现，不仅让村民足不出户每月就增收上千元，更
让传统的手工技艺重新焕发了生机。

竹编搭电商“土货”变“ ”
图/记者 齐岚森 文/通讯员 王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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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自家院坝里编竹席。

大足区三驱镇天成竹制品专业合作社内，合作社带头
人冉均见展示三驱竹制品在电商销售平台上热销的网页。

村民在家里撕竹篾条为编竹席做准备。

村民将编好的竹制品放在楼顶晾晒。

具体资助项目介
绍及捐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