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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初

春节临近，随着各地陆续发出就地过
年倡议，“不回家如何拜年”成为热议话
题。在浙江、上海、广东、河南等地，许多
年轻人选择了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年货寄
回家、快递礼品送祝福的“无接触拜年”方
式。

拜年是一种现实需要。过年时，亲朋
好友之间互致祝福、互相拜年，是情感交
流、关系维持的重要方式。正所谓，常来常
往，情义绵长。人与人之间，若不互相走
动，不互致问候，不互相关心，不在一张桌
上吃顿饭，时间久了，那份亲情或友谊也会
慢慢地变淡。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拜年形式需
要变化，“无接触拜年”就是个好形式。去
年因为疫情影响，人们主动居家隔离，拜年
也被取消。今年，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不少地方倡导就地过年，于是，不少亲朋好
友天各一方，拜年习俗将更多地被电话拜
年、视频拜年等“无接触拜年”“云上拜年”
形式所替代。

年货要及时寄回家、祝福要准时送
到，对物流公司而言，也是一次大考。一
方面，许多年轻人选择通过电商平台购买
年货寄回家、快递礼品送祝福；另一方面，
农村老家的父母体谅子女，早早准备腊
肉、腌鱼等土特产寄到城里去，让不回家
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家的味道。“无接触拜
年”给农村物流带来了一进一出变化。而
这次物流高峰与双“十一”等传统电商物流
高峰也有不同之处，就是目的地为农村的
包裹量增长迅速，农村物流派送能力不足
的短板也随之暴露出来，亟需各方拿出解
决方案。无论是农村老年人的便利化操
作，还是农副产品的包装及运输安全性，都
需要物流企业提供更细致、更快捷的服
务。把每一份年礼都准时送达，才不会让
真情滞留在路上！

“无接触拜年”是情感的另一种表达，
弥足珍贵，在当下值得提倡。

“无接触拜年”值得提倡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2月1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倡导广大妇
女和家庭留渝过年，市妇联开展“渝你相
约 娘家人陪你过大年”主题活动，送出暖
心的“五重礼包”，让在渝过春节的“姐妹”
不孤单。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月底。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妇联通过
“云聚幸福年”宣传活动，依托全市妇联系
统新媒体矩阵，倡导广大妇女和家庭留渝
过年，以网络聚会、电子拜年、视频送福等
方式，传递思念祝福；宣传节日期间坚守防
卫、志愿服务、互帮互助的巾帼感人故事，
汇聚战疫巾帼力量。

“在开展‘巾帼送温暖’慰问活动方面，
我们重点针对生活困难妇女、单亲母亲、患
重病妇女，因疫情留渝的农民工家庭等特
殊困难群体，争取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支
持，针对性开展关爱帮扶。”该负责人介绍，
活动将通过资金慰问、物品慰问、情感交
流、活动凝聚等方式进行，确保她们安心留
渝、幸福过年。

在开展关爱活动方面，市妇联发动各
级妇联，针对广大儿童特别是孤儿、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开展“把爱带回家”寒假儿童
关爱服务，“送家风故事”“送家教服务”“送
法制安全”“送社会关爱”四送活动，通过线
上和线下方式为困难儿童送去一份关爱。

同时，开展“聚力助平安”维权活动。
指导区县妇联用好心理和维权咨询热线，
依托专业人士提供心理干预和维权咨询
服务，安抚疫情期间焦虑情绪；化解和消
除涉及妇女儿童风险隐患，做好普法宣
传、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女农民工就业权
益维护工作，加大舆情监测力度，密切关
注、积极应对网络舆情，依法维护留渝过
年妇女群众合法权益。

此外，此次主题活动还将开展“稳岗促
就业”服务，联合人力社保部门开展就业援
助月、春风行动等创业就业服务，指导区县
组织女性专场招聘会，线上招聘与线下服
务结合进行。发动女企业家协会引导巾
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鼓励企业灵活安排
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采取发放

“留岗红包”、过年礼包、文化娱乐活动等
措施，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以岗留
工、以薪留工。

妇联“五重礼包”鼓励妇女留渝过年

2月1日，在西南大学学生食堂，留校学生正在取餐。连日来，西南大学每个宿舍园区至
少保证一个食堂正常开餐，确保留校大学生吃住安心。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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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爬坡上坎，是重庆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件累人的
事。但渝中区“时光里”枣子岚垭步道却让爬坡上坎像乘坐

“时光机”，令人充满新奇和愉悦。
“妹妹，你来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谢谢！”1月28日

上午，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时光里”枣子岚垭步道。站在步
道阶梯底部朝上看，阶梯立面上用彩色瓷砖镶嵌出了一幅
幅美丽的拼贴画。刚走上步道不久，记者就被5位前来“打
卡”的市民叫住，为她们当起了摄影师。

“来，沿着阶梯分开坐，不要挡住轨道图案！”退休市民
陈泓艳是“打卡”领头人，她指挥4名同伴，在步道台阶上错
落地坐下，以阶梯的彩绘为背景，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和录短
视频，并发到社交平台分享。

拍完照，她们又和记者聊了起来。原来，她们5人是同
一小区的邻居，一早就从江北区大石坝出发，乘公交到七星
岗，再从名仕城小区旁的步道入口下行，来到“时光里”枣子
岚垭步道，选择最佳位置留影。这趟“打卡”，领头人陈泓艳
心满意足。她说，自己十多年前患上癌症，但一直乐观地治
疗。和朋友们四处“打卡”，是她最大的爱好。“这条步道确
实漂亮，值得专程来留个‘脚印’！”

当记者走在步道上，方体验到陈泓艳说的那番感受：
蜿蜒的轨道交通、空中的过江索道、高耸的解放碑等重庆
元素，在攀登过程中逐渐呈现在眼前。左边的墙面上，是
用瓷砖拼贴出的缝纫机、山城牌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
上世纪70年代最为风靡的“四大件”，讲述着属于重庆人
的光阴故事。边走边看，趣味盎然，爬坡上坎的疲劳早已
被抛诸脑后。

正因如此，“时光里”枣子岚垭步道在2019年整修完毕
后，便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打卡”热门地。记者注意到，“打
卡”过程中，过路人和居民都十分配合，主动为拍照的市民
留出空间。步道上气氛十分融洽。

“只要天气好，每天少说也有十几拨人来‘打卡’。”一位
正在步道上遛狗的居民告诉记者，自从“时光里”枣子岚垭
步道整修完毕后，前来拍照的人就络绎不绝。甚至还有游
客提着行李箱，先来拍照，再去酒店入住。

但在过去，这条步道曾经毫无吸引力。记者了解到，
整修前，步道梯道破损、绿植缺失、路灯不亮，居民出行很
不方便。2019年11月，步道启动整修施工，同年12月完
工。

渝中区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枣子岚垭步道以挖掘重
庆地域文化、复兴街区功能、展现时代变迁为主题，将上世
纪70年代到2000年期间的时代元素融入设计中，唤起市
民的岁月记忆，也让游客更加了解重庆。

记者在现场看到，步道通往居民楼的一侧正在进行整
修。两路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海波介绍，为了迎接新春
佳节，步道沿线建筑正在开展安全隐患综合整治，主要涉及
建筑外立面、雨棚、空调格栅等。整修将在今年春节前全部
完成。

张海波还透露，下一步，两路口街道还将利用闲置空
地，在步道附近的枣子岚垭正街上打造一处新的休闲空
间，为居民和前来“打卡”的人们提供更好的休闲、游憩体
验。

“打卡”攻略

轨道交通：乘坐轨道1号线到七星岗站，从1号口出，朝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方向步行约600米，到名仕城
小区大门旁，从“时光里”枣子岚垭标志处下行即可。

公交：乘坐114路、124路、152路、401路等到观音岩普
瑞眼科站下车，步行约200米到名仕城小区大门旁，从“时
光里”枣子岚垭标志处下行。或乘坐457路到儿童医院后
门站（A站台）下车，步行约160米，从中山二路社区旁的阶
梯上行即可。

因该处不方便停车，建议广大市民尽量乘坐轨道或公
交前往。

“时光里”枣子岚垭步道：

闹市中的“时光机”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日前，市人力社
保局、市经济信息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
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企业2021
年春节期间稳岗留工的通知》，要求对安排
外地员工留渝过年并发放不低于300元“留
岗红包”的本市各类企业，根据其在岗稳定
就业和参保缴费情况，采取“先发后补”方
式，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由当地政府部
门给予企业一次性留工补贴，每户企业最高
30万元。

那么，政策如何落实？补贴具体怎么
发？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解答了重庆
日报记者相关提问。

●问：为什么要出台一次性留工补贴政策？
答：出台政策是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开

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的通
知》（人社部函﹝2021﹞8号）等要求，进一步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减少在渝企业市外户籍
员工（以下简称外地员工）流动，降低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风险，确保群众健康安全，实现
企业生产有序，促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问：补贴对象是哪些？
答：安排外地员工留渝过年并发放不低

于300元“留岗红包”的本市各类企业。由
企业先发给外地员工，政府再补贴给企业。

●问：外地员工如何界定？
答：户籍为重庆市外的员工。

●问：老家是市外的，已把户籍迁到了重
庆，但身份证上的住址信息还是市外，算不
算外地员工？

答：不算，以居民户口簿上信息为准。
●问：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

一次性留工补贴，每户企业最高30万元。
●问：企业申请补贴需要什么条件？
答：需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2021年1

月26日起至2月28日止，期间申请补贴涉
及的外地员工未离开重庆；二是企业依法为

申请补贴的外地员工缴纳2021年1月、2月
的重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三是
企业已向留渝的外地员工发放不低于300
元的“留岗红包”。

●问：未缴纳重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的怎么办？

答：不纳入一次性留工补贴范围。对未
在渝缴纳重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费的，由用人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自定标准，
自行出资发放。

●问：申请补贴需要什么资料？
答：一是一次性留工补贴申报表；二是

在渝过年外地员工“留岗红包”发放名册。
●问：什么时候申请？在哪里申请？
答：符合条件的企业，于2021年3月1

日至4月30日期间，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地区县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
请补贴。在市级参保的，到市就业局申请。

●问：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企业如何申请？

答：劳务派遣形式的用工由用人单位
（派遣单位）联合实际用工单位向参保地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请，需双方共同盖章确
认，提供“留岗红包”发放名册。

●问：企业的“留岗红包”什么时候发放给
外地员工？

答：由企业自行安排，可在春节前也可
在春节后。

●问：若外地员工领了“留岗红包”，在
2021年1月26日至2月28日期间又离开了
重庆，还能不能申请补贴？

答：不能。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将对企
业申报的人员名单进行核查，通过大数据比
对核实申请补贴涉及的外地员工是否有离
渝记录。

●问：如果还有疑问，有没有咨询电话？
答：可以拨打人力社保服务热线

12333，也可以拨打各区县就业和人才服务
机构咨询电话。

“留岗红包”怎么发 留工补贴怎么领

市人社局：企业先发，政府再补贴企业
“时光里”

枣子岚垭步道
全长 430 米，面
积约 2000 平方
米，串连起枇杷
山公园、重庆市
人民医院（中山
院区）、解放碑、
重庆市人民大
礼堂等，是连接
上下半城的纽
带，同时也是一
条以时光为主
题的步道，色彩
斑斓，时代感极
强。

步
道
名
片

“打卡”山城步道④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本报记者 白麟

“妈，我今年春节回不来，陪不到你了
哦。”2月1日中午，中石油西南油气田重庆
气矿职工罗太宇给在四川南充老家的母亲
打了个电话，语气中充满了歉意。

“个把春节回不来有啥关系嘛！”出乎意
料的是，母亲丝毫没有抱怨，反而“教育”起
他来，“非常时期，正是大家最需要你的时
候，你一定要拿出精神头来好好干！”罗太宇
眼眶湿润了，自己主动留渝的决定，能得到
母亲的理解，让他既激动又安慰。

今年，在渝央企纷纷向外地员工发出
“就地过年”号召，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这
一号召得到了许多员工的响应，罗太宇便是
其中一位。

工程师主动留渝
天然气供应添保障

罗太宇是重庆气矿调度中心的一名值
班工程师，该中心负责调控重庆和四川地区
的天然气供应。最近，单位发出了外地员工
就地过年的号召。看到相关通知文件后，本
计划春节回老家的罗太宇立马找到中心调
度长，申请春节期间留渝值班。

提交申请时他发现，调度中心包括调度
长在内的所有4名外地值班工程师，全都主

动申请了留在重庆、坚守岗位。
去年冬季以来，本地天然气保供形势趋

紧。时时监控、数据分析、提前研判排查，合
理调配输气量……越临近春节，调度中心任
务越重。春节期间，有了罗太宇等值班工程
师主动加入，无疑能够给其他同事减轻负
担，并保证川渝天然气供应平稳。

对留渝的员工，重庆气矿发放了年货和
慰问品，单位负责人还多次到调度中心看望
他们，让他们有任何困难一定要提出来，单
位会帮忙解决。这让罗太宇真切感受到集
体的温暖。

“线上视频团拜会”
为留渝职工打气

除了重庆气矿，中国船级社重庆分社也
向全体员工发出“坚守岗位、守护重庆，坚决
打好春节防疫阻击战”的倡议书。最近几
天，重庆分社的员工们，陆续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新年礼物——北京总部、云贵川以及海
外等地的员工发来的新年祝福视频。

重庆分社船舶检验处副处长古纯清看
着视频里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脸上满是笑
容。以往过年时，重庆分社都会举行团拜活
动。如今，员工们纷纷响应号召，留在各自
目前的工作地点就地过节。这样别开生面
的“线上视频团拜会”，让古纯清感到身边节
日的氛围浓郁了起来。

节日期间，仍然会有很多船舶营运，古
纯清所在的部门，专门负责相关船舶的检验
和安全保障工作，需要24小时值班以处理
突发事件。船舶检验处有五六名外地员工，
目前都响应号召，决定就地过春节。

多项措施并举
让外地员工“留得下、过好年”

2月 1日傍晚，长安汽车研究总院碰
撞安全工程师孙晓惠从超市走出，手里提
着两大包米、油、零食等各种年货。“反正整
个春节假期我都打算待在家里了。”孙晓惠
笑着说，多采购一点东西，免得节日里还要
出门。

孙晓惠家在安徽，今年是她到重庆工作
数年来，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国企员工要
做出表率。这既是为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
也是在为社会减轻安全防控方面的管理负
担。”孙晓惠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长安汽车的大部
分外地员工都响应号召，就地过年。为了让
外地员工们能“留得下、过好年”，长安汽车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例如，该公司鼓励各单位，在确保生产
经营不受影响前提下，施行错峰放假，通过
调休、换休或弹性休假等方式，尽量避开放
假和返岗高峰时段；为员工提供充足的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提倡采用无接触支
付方式，推荐使用线上采购和无接触配送
等。

重庆气矿、中国船级社重庆分社也纷纷
采取了类似措施，除了保证春节加班费等基
本事项外，还给予外地留渝员工物质和精神
关怀，让他们在重庆过一个安宁祥和、充满
人情味的春节。

员工有态度 企业有温度

在渝央企外地员工纷纷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2月1日，南滨路，市民在暖阳中玩耍。当天，暖阳如约
光临重庆，截至16时，各地最高气温介于11-17℃之间，最
暖为彭水，达到17.4℃，沙坪坝最高气温也达到15.2℃。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沐浴春光

留校大学生吃住安心

外来务工者有关爱
1 月 28 日，九龙坡区职工文化艺术中

心，邮政工作人员正在为留岗职工上门办理
年货包裹邮寄服务。当日，该区总工会在辖
区内抽取50个过年留岗的职工，赠送价值
500元的重庆特产年货包裹，并帮他们将这
些年货免费寄回家。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