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在中国人眼里，春节就意味着回
家团圆。但与往年不同，今年“就地过
年”成为热词，更成了许多在外游子的
共识。

为鼓励大家“就地过年”，重庆出
台相关政策，众多企业也纷纷响应，通
过发放留岗红包、补助补贴、新年大礼
包，写慰问信，提供暖心年夜饭、技能
培训，组织“云拜年”等举措，“花式”留
人。

“花式”一
红包、礼包、年夜饭全套配齐

日前，江北区开展“留渝过年有温
度，政府关怀显真情”主题活动，为留
在重庆海尔工业园过年的市外务工人
员发放“留岗大礼包”。

30岁的张小宁是辽宁锦州人，已
在重庆海尔工业园工作10年了，今年
是他第一次不回老家过年。

“我们家非常传统，春节是一定要
一家人团聚的。”张小宁说，但这次，在
老家的父母和妻子都响应“就地过年”
号召，主动打电话给他，让他留在重庆
过年。

拿着新年大礼包的张小宁笑得很
开心。礼包里不但有300元的一次性
留工补贴红包，还有牙膏、洗发香波和

毛巾等生活用品，以及江北嘴、观音桥
商圈的导游手册。

“我们园区3191名市外务工人
员中，将有53%以上留在本地过年。”
海尔西南区域人力资源总监吕东海
说，对就地过年的员工，园区给予丰
厚的留守激励，提供食宿、年夜饭、电
影票，组织开展新年活动，并允许员
工在订单淡季调休回家探亲并报销
路费。

“市外户籍在江北区务工人员约
3.7万人，预计留渝人员有50%左右。
我们区从1月中旬起，就采用多种方
式引导外地务工人员留渝过节。”江北
区人力社保局党委书记、局长吴亚莉
表示。

“花式”二

慰问信诚意满满温暖游子心

2月4日，渝中区人社局为重庆唐
氏药业有限公司留渝过年的18名市
外户籍员工发放了“留岗红包”和“新
年大礼包”。值得一提的是，礼包里还
有一封诚意满满的慰问信，让大家倍
感温暖。

“今年过年响应号召，我们就不离
开重庆啦！”刘云是河南人，在重庆唐
氏药业工作了十多年了，“政府和企业
不仅给补贴，还写信给每一个员工，真
是太暖心了！”

渝中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物质上的补贴，春节前后，该区将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开
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鼓励稳岗留工
的辖区各类企业，结合自身需要，灵活
安排员工开展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
训，并按规定申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

同时，渝中区把春节期间留渝求
职的外来务工人员作为重点服务对
象，为外地留渝务工人员提供职业指
导、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多项就业
服务。从2月8日起至3月 8日，将
联合汇博人才网开展“渝中区稳岗留
工暨春风行动网络招聘会”。其间，
将有5场直播带岗专场活动，帮助求
职者锁定就业岗位，促进其留渝就
业。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市外户籍
在渝中区务工人员约5万人，预计留
渝人员70%左右。为了让市外户籍
人员在重庆过好年，春节期间，解放
碑步行街还将举办“新春畅游惠”等
活动。

“花式”三
领导“云拜年”，员工家人更安心

“爸爸，我们单位领导给您讲了情
况，您是不是更放心啦？”

“放心啦！你照顾好自己，工作上

听领导安排，明年过年一定要带女朋
友回来哟！”

……
2月5日，重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通用”）云南
籍员工朱辉，在九龙坡区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和该公司领导陪同下，向远在
云南昭通的父亲视频“云拜年”。

“在父母眼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
娃，领导今天和他沟通后，爸爸就更能
安心了！”27岁的朱辉是一名90后农
民工，在隆鑫通用已经工作十年了。
他告诉记者，今年本计划带女朋友回
家见父母，但为了响应号召，就决定不
回去了。

“我一年就回家一次，说不想回家
那是假的。”朱辉说，但政府和企业出
台了这么多好政策，不仅送红包和礼
包，还免费提供食宿，安排看电影、游
园等丰富活动，他虽然没回家，依然能
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朱辉还透露，这段时间他想参加
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考取钳工
技能等级证书。

“我们区有市外户籍务工人员约
4.8万人，其中2.5万人留渝过年。”九
龙坡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该区还将持续开展好送政策、
送培训、送岗位等活动，让企业员工留
得下、稳得住。

重庆“花式留人”：送红包更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程瑞）2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获
悉，春节假期，我市多家博物馆除了基
本陈列和新推出的临时展览外，还精
心准备了一些特别节目，邀请观众走
进博物馆享受假日文化大餐。

牛年看“牛展”。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正在举办“新春文化系列展——
牛气冲天”和微展览“牛驮五福来”。
观众可通过《五牛图卷》《桃林百牛图
卷》等与牛相关的馆藏，感受喜庆节日
氛围和底蕴厚重的牛文化。

观众还可在该馆欣赏“洹水殷
契——商代甲骨文特展”“春意江
南——常熟博物馆藏花鸟画展”“余
风激兮万世——李白诗意精品书画特

展”等精彩纷呈的临时展览。夔州博
物馆举办的“牛气冲天——中国牛文
化百馆联展”，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讲述牛所走过的漫漫长路和
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

展览方面，亮点颇多。重庆三峡
移民纪念馆举办“迎新春·万州区书
法篆刻作品展”“冷兵·热血——万州
区博物馆馆藏古代兵器精品展”“中
华文化奇迹——北京房山云居寺历
史文化展”“‘牛’转乾坤——新春儿

童画展”等展览；巴渝民间医药博物
馆在罗斯福图书馆旧址推出“国医战
疫”主题展览，观众可前去了解中医
药文化，以及中医药在防疫抗疫中发
挥的作用。

除了展览，观众还可参与精彩
活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将在2
月11日至17日的上午10:30、下午
2:30，开展“伟大壮举 辉煌历程”等
展览的免费讲解；重庆历史名人馆春
节期间将举办“名人知识有奖竞答”

“我与历史名人”等活动，参与活动有
机会获赠文创礼品。

此外，九龙坡区重庆巴人博物馆
举办“非遗过大年”网上活动，在线上
平台推送九龙楹联、九龙坡剪纸、蜀
绣、糖画等非遗项目的7期贺新春活
动视频及非遗项目图文简介，让观众
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欢乐、祥和、喜庆
的中国年氛围。

观众参观展览时，需全程佩戴口
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可赏可听可玩，还有牛年“牛展”

重庆多家博物馆推春节文化大餐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通讯员
涂露）2月4日，在去年主动冲锋一线的

“抗疫战士”、江北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
生秦朴变身“家庭医生”，上门为辖区低
保户、渐冻症患者何强进行诊治并耐心
为其家人讲解居家医学护理知识，受到
社区居民点赞。

何强于2年前被确诊为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目前只能卧床在家，完全丧
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由妻子周小薇照
料。这段时间，何强出现了喉咙咳痰等
症状，因出门不便等原因，就医有些困
难。

渝北区龙塔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渝鲁社区居委会得知情况后，第一
时间联系了在去年抗疫期间主动冲锋

一线的“抗疫战士”秦朴。秦朴是一名
老党员，曾参与SARS、甲流、H7N9的
救治工作，当新冠疫情暴发后，医院成
立救治团队的“集结号”吹响，她毫不犹
豫第一时间报了名。

“大哥，现在有啥症状？”上门后，秦
朴先详细询问了何强目前的身体状况，
又戴上听诊器对何强的肺功能进行了
检测。她判断何强的肺有些炎症，建议

家属购买一款消炎药吃几天。
针对何强的病情，秦朴还把周小薇

拉到一旁，为她讲解相关的护理技巧和
注意事项，并送上一份助力吸痰的护理
工具。

“大哥、大姐，这是我的电话，有啥
问题直接找我，过年也不休息哦！”上门
诊断结束后，秦朴给周小薇留下了自己
的联系方式。

“家庭医生”上门诊治渐冻症患者

就 地 过 年 暖 在 身 边

◀2月5日，永川区妇联走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开展“渝你相约，娘家人陪你过大年”活
动，给该公司58名过年留岗不返乡的外地女工送去节
日祝福。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市级非遗传承人唐礼茂（前排
中）现场教学，向女工们传授历史悠久的剪纸技艺。女
工们跟着老师一步步折纸、动剪，有模有样地学习起剪
纸技法。很快，一幅幅饱含美好寓意的“牛转乾坤”剪
纸就跃然眼前。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娘家人”陪过年

▶日前,重庆火车北
站北广场,大学生志愿者
正帮助进站旅客调取健
康码。

春运以来,来自我市
高校的 60 名大学生加入
两江新区青年志愿者“站
小青”队伍,每天为返乡
旅客提供指路、调取健康
码 等 服 务, 受 到 旅 客 点
赞。

特约摄影 钟志兵/
视觉重庆

“站小青”
助力春运

▲2月3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志愿
者为留渝过年的哈尔滨市民张广东、邹红霞夫妇家挂
上中国结、红灯笼等新春饰品。

连日来，该区各街道社区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上
门为留渝过年的外地人员送温暖。

特约摄影 杨波/视觉重庆

中国结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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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2月7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销〔2021〕（万州）0001号

序号

1

2

矿山名称

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
三组石灰岩矿

重庆市万州区万资建筑材料
厂（页岩矿山）

采矿许可证号

C5001012014087130139592

C5001012009047120010164

注销时间

2021年2月3日

2021年2月3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2月4日，
市政府检查组赴重庆火车北站等地督
检春运安保及疫情防控工作。

检查组先后来到重庆火车北站北
广场长途汽车站、火车北站、轨道交通
10号线北广场站等处，查看春运期间
人流、车流状况，了解社会面治安巡逻
防控、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检查
安保设施设备，向一线执勤民警、辅警、
武警官兵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检查组强调，春节临近，来渝返渝
人员增多，安全稳定和疫情防控工作压
力持续加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强
化底线思维，多措并举，扎实做好节日

安保和疫情防控工作。要进一步加强
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强化公安、武警
联勤联动，畅通渠道、资源共享，落实反
恐防暴各项措施，严厉打击车站、码头、
机场等重点区域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
保全市春运安全有序。要时刻绷紧安
全这根弦，强化安防设施设备建设，加
强营运车辆安全检查，依法严厉打击非
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加强督导检查，全
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要继续保持高
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的状态，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来渝返渝人
员登记管理，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为人民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
氛围。

市政府检查组
督检春运安保及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杨铌紫

春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入渝、返渝
的旅客和广大市民都能在春节期间愉
悦地畅游“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市交通
局、市商务委和市文化旅游委等部门联
合开展“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迎接
春节专项暗访，重点检查疫情防控、吃
得文明、爱国卫生运动、交通和消防安
全、公益广告及营造节日氛围等方面工
作，确保春节期间在渝市民及游客过一
个安全年、文明年、吉祥年、欢乐年。

1月25日以来，市级主办单位专
门组建了5个检查组，由相关领导带
队，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重庆晚报、
重庆晨报、华龙网等媒体记者参与，对
中心城区各区进行分片暗访。

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记者随暗访组在重庆西站走访时
看到，在入站口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严阵以待，对每位进入站内的乘客进行
体温测量、检查渝康码、劝导戴好口罩
等。

记者在现场发现，在进站口立有一
个“无健康码通道”的标牌，针对老年
机、无手机、手机没电、无支付宝和微信
等无法自行申领健康码的情况，专门设
立了人性化纸质登记处。另外，西站门
口还设有口罩自动售货机，未戴口罩的
旅客可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现场购买口
罩。沙坪坝区西站管委会在站内设置
渝悦行·西站志愿服务站，50多名志愿
者助力站内疫情防控。

在重庆江北机场、巴南区龙洲湾换
乘枢纽站、北碚区客运中心等地，进站
口都张贴了提醒戴口罩、注意防疫的宣
传标语和招贴画，有不断重复播放的扩
音器提醒乘客戴口罩，并有工作人员检
查渝康码。

渝中区来福士购物中心采取进商
场必须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的方式进
行管控。在沙坪坝区磁器口，景区制定
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游客进入景区前需
提前预约，再凭健康码和预约码方可进
入。在沙坪坝区龙湖U城天街门前，工
作人员拿着体温枪守在入口，市民必须
体温正常并出示渝康码、佩戴口罩才能
进入商场。

文旅活动吸引眼球

为吸引游客，各大商圈也是各显其
能，纷纷推出重磅优惠政策和福利，策
划开展系列活动。

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2021解放碑新春畅游
惠”系列活动己登陆各大商场。长江
索道景区为游客准备了吉祥物等新年
小礼物，还推出联合国际“云端之眼”
观景台优惠票价38元（原价68元）。

南岸区在长嘉汇弹子石老街举办
第二届迎春灯会，开展南山植物园
2021年春节科普活动之“民俗节日中
的植物”，黄桷垭老街“礼有充分”“年度
狂欢，宠粉有你”“新年赶场”等17项春
节活动。

渝北区积极开展“留渝过年 温暖
新春”微信抽奖、网络“送春联”、过年话
家书等15个线上活动，并发动圣名游
乐城、两江影视城、统景温泉景区等推
出各具特色的新春主题活动。据了解，
际华园景区门票套餐优惠幅度达
50%。

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两江新区

重庆欢乐谷将于2月12日至2月26日
推出“新春汉服节”，举行汉服大巡游、
三大唯美古风舞蹈秀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游客身着汉服入园门票立减50元，
非本市游客提前一天预约还可享门票
半价优惠。

志愿服务热情周到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好几天，但中心
城区各街道、公园已年味浓浓。

九龙坡区重点打造新商圈“九龙九
景”，集中展示地方文化、知名企业和特
色产品。高新区在主次干道、景点商
圈、公园广场等地统一布设新春灯饰、
景观小品，悬挂大红灯。大渡口区则通
过微信公众号、LED显示屏、建筑围
挡、道旗、宣传栏等载体线上线下传播
新春祝福。

针对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旅游客
流高峰，相关单位、景区和商场等都及
时制定了相关预案，确保游客获得满意
体验。

在渝中区洪崖洞景区，随处都能看
到穿着马甲的志愿者。游客戴好口罩
后，可在洪崖洞入口处现场扫码预约入
园，每个手机最多可预约5人。

磁器口景区内由于厕所相隔较远，
人流量大时可能出现排队拥挤问题。
对此，景区专门联系了有条件的商家提
供爱心厕所，供游客免费如厕。树人沙
磁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孩子们也趁着放
假，在磁器口开展“流水小导游团”实践
活动，不仅推荐重庆文化美食，还当起
文明小劝导员，提醒游客在景区参观时
戴好口罩、不要乱丢垃圾。

在巴南区，500余名志愿者深入社
区、各大景区、商场、车站等，开展文明
劝导、防疫知识宣传；组织文明实践站
积极开展慰问帮扶、邻里守望等活动，
帮助空巢老人、贫困群众打扫卫生、置
办年货；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
分类等志愿活动300余场，营造干干净
净迎春节的浓厚氛围。

广泛宣传“吃得文明”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我市餐饮行业
将迎来就餐高峰。为避免餐饮浪费，相
关单位广泛宣传“吃得文明”。暗访中，
几乎所有餐饮门店都贴有“吃得文明”
相关标识。

渝中区补充布置“吃得文明”“光盘
行动”桌贴提示3万余份，来自6个志
愿服务组织的44名志愿者已入驻“网
红”景点，引导游客文明就餐。

江北区的文明餐桌食品安全示范
街、店，积极发挥带动作用，推出小份
菜、半份菜，举办服务员专项培训，引导
他们既做服务员又做劝导员，提醒顾客
理性消费、适量点餐。

北碚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吃得文明”等内容发布宣传标语2000
余幅、宣传桌牌1000余个，向市民赠送
环保袋2万余个。

南岸区承办全市“倡节俭 扬新
风 庆新春”网络传播有奖活动，发动
市民参与晒“光盘”，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为参与活动的市民充值话费。同
时，发动100家餐饮单位推出光盘打
折、适量点餐、免费打包等服务，倡导勤
俭节约文明过节。

渝北区发放了“吃得文明”公益宣
传餐牌800余个，在新光天地推出“光
盘有奖 咖啡留香”活动，发布“名厨教
你学做健康菜”视频7期，推广使用公
筷公勺。

重庆开展
“文明在行动”迎春节专项暗访
确保在渝市民及游客过一个安全年、文明年、吉祥年、欢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