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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社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
系列报道

今年5月，重庆“智慧人社”新系统
正式上线。

近年来，重庆人社紧紧围绕人社
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
坚持数据赋能，持续深入“智慧人社”
建设，全面打通数据壁垒，从而实现让
广大百姓足不出户享受网上人社公共
服务。

目前重庆“智慧人社”建设初见成
效，206项人社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
办”。其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脱贫
人口培训生活费补贴等政策已实现

“免申即享”。

“一网通办”让业务流程更简

“没想到只需要在网上提交申请
材料我就完成了企业的开办手续办
理，并成功申请了就业社保登记，真的
是太方便了。”日前，重庆旭达废旧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通过网上办事大厅

“一网通办”，仅10分钟就完成了企业
开办和就业社保登记。

近年来，重庆人社以“智慧人社”
平台为基础，探索开展人社领域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通过利用
好“智慧+”全面打通包括但不限于“渝
快办”平台事项管理中心的系统壁垒，
做到统一规划、数据同源、标准统一、
更新及时，全力推进经办服务“一网通
办”，努力实现企业办社保不跑腿、随
时办。

不仅是企业，办事群众也纷纷点
赞。

“查询一个档案，原来至少需要半
个小时，现在30秒不到”；“办理业务，
足不出户直接网上申报就可以”；“以
前不同的业务要在不同的窗口排队，
现在一个窗口就能办理”……

如今，重庆人社依托“智慧人社”
新系统，不仅提高了人社系统的经办
能力和服务水平，还真正实现了让“让
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不见
面服务和网上办理、掌上办理以及指
尖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截至目前，重庆人社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了社保查询、参保证明打印、失
业金申领、证书查询等206项服务应
用在线办理，并将165项线上服务应
用接入“渝快办”市级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单点登录、一网通办”。

“优先网办”让群众跑腿更少

明明处在社保办理的高峰期，办
事大厅却不见人挤人、排长队的景
象，取而代之的是每个窗口的秩序井
然。

“现在很多业务网上就能办结，所
以来大厅的人就少了。”重庆人社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社会需求和效率观
念的变化，排队或“赶集式”的现场办
公模式已不能满足单位或个人的办事
需求。

因此，重庆社保将信息化工作重
心由“实体服务大厅”向“线上服务大
厅”转移，聚焦“优先网办”，利用好互
联网、手机、自助服务一体机等线上服
务渠道，努力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智慧人社”新业态，让居民“动动指

尖”“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享受到智
能优质高效的社保服务。

同时，针对智能技术使用困难人
群，重庆人社创新推出亲情代办业务，
即，通过使用“重庆人社”App，1人可
绑定4人的代办服务。

代办服务的出现，一方面便捷了
群众，另一方面也对代办者的身份认
证复核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重庆人社依托“智慧人社”
平台，建立起社保大数据分析监控平
台，对全市42个社保服务大厅的360
度实景监控，有效实现了实时对经办
业务类型、办事频率、等候时长等社保
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为科学决策提
供客观依据，便于精确管理、精细服
务。

目前，“优先网办已完成72项社
保对外服务事项纳入网办清单，市民
可以通过“渝快办”、“重庆人社”APP、
重庆人社门户网厅等多种渠道网上办
理72项业务，实现社保服务触手可
及。

“全渝通办”让服务体验更优

“我在这里提交申请后，系统便直
接转送到万州区的经办单位，由那边
进行办理，不用来回跑，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正在市社会保险局办事大
厅办事的范女士感叹。

属地经办一直是导致群众多跑路
的痛点。

近年来，重庆人社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痛难点，积极推
进“智慧人社”建设，将首批32项对外
服务事项纳入“全渝通办”，按照“全渝
受理、属地办理”的原则，参保单位和
参保群众可就近选择全市任意区县申
办，不受属地限制。

“这意味着无论原参保地在全市
哪个区县，都可以在全市任意一个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相关业务，办事群众
不再需要往返跑路。”重庆人社相关负
责人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人社紧紧围
绕缩短便民服务距离，按照“成熟一

项、迁移一项”的原则，积极推进人社
公共服务试点服务事项在两地人社部
门APP川渝通办专区、“渝快办”和“天
府通”川渝通办专区实现“线上通办”。

同时，以社保卡为载体集成标准
化试点事项，大力推进遂宁-潼南社保
卡、电子社保卡“一卡通一码通”等先
行探索，开通以社保卡、电子社保卡为
载体的数字化场景应用，助力“智慧人
社”建设。

未来，重庆人社将紧抓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契机，坚持数据
赋能，持续推进“智慧人社”建设，在不
断推动社保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升
级，构建更加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服务体系，让更多服务事项实现“全渝
通办”、“优先网办”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市、区县、乡镇、村（社区）四级经办
服务体系便民服务水平，让更多服务
事项向基层服务平台延伸，真正实现
群众办事“马上办、线上办、就近办”，
持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王彩艳 杨敏 吴志杰

“智能+便民”精准匹配

重庆人社“智慧人社”新系统 足不出户尽享便捷

2020年4月22日，伴随着一阵欢
呼，第14届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冠军
尘埃落定。“重庆科技学院！”这是重庆
科技学院学子第二次从全世界50多个
国家1500多支参赛队伍中杀出重围，
历经千辛，捧回冠军奖杯。重庆科技
学院由此成为了全球唯一一所连续6
年闯入该项赛事决赛圈并两获世界冠
军的高校。

而这一世界荣誉也为重庆科技学
院的人才培养质量标注了新的高度。
但鲜有人知道，世界冠军的背后凝结
着一名重科教师的无私奉献与艰辛付
出，她就是重庆市第六届先进工作者，
重庆科技学院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教
师、冶金工程教工党支部副书记、校炼
钢大赛团队领队，重庆市六次党代会
代表张倩影。

参赛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是由国际钢
铁协会举办的钢铁冶金行业唯一的世
界性模拟冶炼技能竞赛。2011年，怀
抱帮助学生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的想
法，张倩影踏上了世界模拟炼钢挑战

赛的舞台，而在此之前重庆科技学院
在这一项目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张
倩影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在别人眼里这
近乎疯狂的比赛。

该比赛从每年9月开始进行校级动
员、报名和初步培训；接着通过校级比
赛选拔出初赛集训队，然后是为期一个
半月的初赛集训，直到每年11月底进行
高强度的持续24小时的世界模拟炼钢
挑战赛初赛，在取得世界总决赛资格后
开展更高强度的训练，最后是第二年4
月进行世界总决赛。持续8个月的时
间，张倩影都亲力亲为，全程指导。

张倩影在这个公认的过程枯燥艰
苦的比赛中一呆就是11年，不分寒暑，
不论周末。她将一名名初出茅庐的新
手学生培养成一个个全国冠军、世界
冠军。

在张倩影看来，她与参赛的学生共
同面对困难，齐心解决问题，学生的创
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她工作的
动力源泉。在她的团队中经常会有这
样的例子，有些学生对待学习不够积极

主动，甚至有挂科和留级的情况，在张
倩影的动员下进入了炼钢大赛团队，被
团队氛围感染，被竞赛魅力吸引，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积极主动学习专
业知识，并将这样积极勤奋的状态带入
到其他学习和工作中。

参赛是对选手能力的综合考验

比赛要求选手必须在24小时以内

摸索出新钢种的冶炼方法，并以最低
的成本成功模拟冶炼出来，这对于本
科生来说充满了挑战。每一年，张倩
影都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一遍一遍地
复习知识要点和难点，办公桌上堆满
了翻烂的笔记和模拟手册；每一年，张
倩影都不辞辛苦地带领学生一遍一遍
地摸索模拟规律，文件夹里有数不清
的数据统计表和工艺流程图；每一年，

张倩影都率先垂范，24小时不眠不休，
指挥参赛团队分工合作，鼓励队员追
求极致。

在张倩影的团队里经常会出现这
样的故事——2017年中国区冠军曾召
鹏在 24 小时的 1440 分钟内刷新了
1500次，完成冶炼150炉。若以平均
一炉5分钟时长来算，150炉需要12.5
个小时。而每一炉的5分钟的冶炼都
需要全神贯注，甚至出钢时间偏差半
秒都会导致失误。这么多次的刷新，
这么多次的冶炼，成功的只有44炉，而
追求的只是那一炉的极致。正是有这
样不屈不挠的老师才有这么多精益求
精的学生，才从团队中走出了一个又
一个的冠军。

参赛是对人才培养的重新思考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钢铁行业的变革也迫在眉睫。不仅如
此，钢铁冶金钢液更处于碳达峰、碳中
和攻坚战的前沿阵地。如何培养适应
新时代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杜绝产教分
离，是近年来本科教育的重要任务。

张倩影通过组织覆盖全专业学生

学科竞赛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才培
养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受到
了钢铁企业的一致认可。宝钢股份、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达钢集团、贵港钢
铁集团均慕名派年轻员工前来交流、
学习。在张倩影的帮助下，河钢集团
邯钢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蝉
联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企业组世界冠
军。

点石成金育英才，千锤百炼铸栋
梁。11年来，在张倩影的带领下，重庆
科技学院模拟炼钢挑战赛的参赛水平
始终保持在国际一流，让中国青年的
技术力量闪耀在世界顶级赛事。2019
年，张倩影被世界钢铁协会授予“杰出
指导教师”称号。张倩影把世界模拟
炼钢挑战赛这一重量级学科赛事打造
成了重庆科技学院学科实力和育人成
果展示的亮点和特色，为钢铁企业培
养了人才，为学校增添了光彩，为国
家、重庆市赢得了世界荣誉。

潘锋 余科工
图片由重庆科技学院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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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影张倩影((左二左二))与学生在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比赛现场与学生在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比赛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 21
日，重庆日报2022年度公益评选活动
再次启幕，邀请市民踊跃报名、投票选
出“2022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
度十大公益项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
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引导、支持有意
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近年来，重庆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涌
现出大批爱心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有
力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激励先
进，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作
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记录者、推动者和社
会责任的实践者、参与者，重庆日报第
三次发起并联合社会各界，共同举办以

“为公益赋能，为爱心张榜”为主题的重
庆日报2022年度公益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的指导单位为重庆市委
宣传部、重庆市文明办、重庆市民政局，
主办单位为重庆市总工会、共青团重庆
市委、重庆市妇联、重庆市残联、重庆市
红十字会、重庆市慈善总会、重庆日报，

承办单位为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爱
心单位为重庆市福彩中心。

即日起至2023年1月，市民可踊
跃报名、投票选出“2022年度十大公益
人物”“2022年度十大公益项目”。“十
大公益人物”要求为积极参与重庆公益
事业的个人、2022年度内参与了具体
的公益活动；“十大公益项目”要求为在
重庆实施的公益项目，2022年度内实
施（可以跨年度）的公益项目。

主办方将对报名的参评对象进行
组委会资格遴选、实地面访、网络公众
投票、专家评审团终评等，最终产生获
奖名单并颁奖。

报名方式：
1.登录重庆日报客户端活动页面

或公益频道活动主题；
2. 直接打开网页 https://activity.

cqrb.cn/20221222GYSD/news；
3.请扫右侧二维

码。
报名咨询电话：

17783700117（ 余 老
师）。

重庆日报2022年度公益评选活动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2月17
日，记者从大足区人力社保局获悉，为
有效保障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帮助辖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
加快走出生产经营困境，今年大足区申
请市级调剂基金4500万元，截至目前
已为1324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资金1256.6万元，为15户大型企业
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3.6万元；为失业
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19449人次3196
万元，发放失业补助金1207人次31.32
万元，发放困难人员临时价格补贴
8696人次50.12万元。

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
“稳就业、防失业、保生活”功能作用，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响，大足区增加经
办人员、增设服务窗口，简化申领流程
和材料，全面推广网办，强化人社政策
宣传，不断优化经办服务能力，确保符

合条件的群众和企业政策应享尽享。
“在援企稳岗、失业群体救助上，我

们坚持‘不少一分、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不晚一天’的工作理念，充分借助信
息化手段，利用大数据筛查，畅通‘免申
即享’和申请渠道，加快审核速度，缩短
资金拨付时间，确保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和失业保险待遇全部落实到位。”大足
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重庆水务集团内部调整调动大足排
水公司5名员工，直接导致该公司减员
率达到12.5%，超过了全国调查失业
率。通过大数据比对，该公司未纳入全
市稳岗返还初筛名单，但人员减少属于
集团内部调动，符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条件。

针对类似大足排水有限公司这样
的情况，大足区人力社保局通过微信公
众号、行业协会微信群、短信群发、上门
走访、直播宣讲等方式加大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解读，安排专人逐一对接未
在筛选名单但符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条件的企业，为其享受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提供帮助。

大足发放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资金1256.6万元

□本报记者 韩毅

中式建筑的悬山、歇山、攒尖，配以
西式建筑的老虎窗、罗马柱、庭院……
从南滨路拾级而上，重庆人家·下浩里
老街，三两游客悠哉乐哉地观展览、赏
艺术、逛老街。

“我们开街刚‘满月’，已累计吸引
超3万名游客前来，目前人气正在快速
恢复中。”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仅是下浩里老街，12月19日，
记者走访发现，在洪崖洞、十八梯、弹子
石老街、磁器口、山城巷等历史文化街
区，市井烟火气正在逐渐恢复，最好的
商户复工率超过80%、游客接待量恢
复至60%。

“岁末年关，是文旅行业传统旺
季。我们将争分夺秒、全力冲刺，打好
收官之战。”经营业主们纷纷表示。

文化街区逐渐恢复烟火气

“每每走进老街，就像在和时光对
话。城市的风云变幻糅合成老街古旧
的色彩，在岁月的日积月累间厚积薄
发。窗台楼阁之间、灰墙瓦砾之中，都
是漫长的故事……”在下浩里老街，一
位游客参观完“浮光重庆”摄影作品展
后，在留言本上写到。

“这位游客的心声反映了我们的初
心。”南岸区文化旅游委主任雷旺称，
2021年4月，南岸区启动了下浩里（原
下龙门浩）的建设。有别于常见历史文
化街区的打造，该项目没有采用现代商
业堆砌，也不是简单的文化艺术叠加，
而是采用“城市针灸”模式，按照筑台、
退台、悬挑、杆立、叠檐、院落，还原构成
老街整体建筑及街巷肌理，把当下独
特、真诚、有趣的文化艺术内容及新消
费品牌，置入溪水步道旁、山林茶肆间、
文保建筑前，供游客沉浸式感受其深邃
的人文肌理。

今年11月5日，下浩里老街正式
开街，并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下浩新
造——重庆人家·下浩里生活艺术
节”。“虽受本轮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
开街月余仍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
目前旅游人气正在快速恢复中。”雷旺
称。

下浩里老街只是重庆历史文化街

区逐渐恢复烟火气的缩影。“最近几天，
客流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十八梯传
统风貌区企划部相关负责人称，目前，
风貌区商户的复工率超过80%，单日
客流已经恢复至以往的60%。

此外，洪崖洞外墙灯饰也已经重新
点亮，商户全面复工复产，12月14日
单日游客接待量超过6000人次。磁器
口古镇也日渐恢复原来的繁华，游客接
待正逐渐提升，商户复工率超过六成。

各美其美，必将打赢收官战

“当前，正值岁末年关，元旦假期、
春节假期将接踵而至，文化旅游行业传
统旺季即将到来，争分夺秒打好收官之
战，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市文化旅
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前不久，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了《全国游客满
意度报告（2012-2022）》，揭晓了“非
凡十年·魅力二十城”榜单，重庆榜上有
名。其中，重庆游客满意度累计33个
季度在60个样本城市排前10位，位列
榜单第一。

近年来，重庆不断挖掘地域文化

中的市场机会，持续推进城市提升，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城
市更有人文范、书香味、烟火气，一批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历史文化街区
已成为全国各地游客争相选择的目
的地。

弹子石老街作为全国唯一以开埠
文化为主轴的百年老街，结合现代都市
极核景观，打造集深厚历史文化、观光、
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的风貌景区，获
评国家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
家旅游休闲街区等称号。目前，老街正
在举行“餐饮免费领50元现金券”“零
售50团100元现金券”等促销活动，而

“新春禧市”活动也将于本月底启幕，将
推出“非遗皮影戏免费看”“东方美学光
影艺术沉浸式打卡”“1万张新春游园
票全城送”等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提
振活力。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以巴渝民俗文
化为底蕴，借助原有“七街六巷”的城市
肌理，利用吊脚楼、川东民居院落、近现
代中西混合建筑，展现了重庆800年的
历史文化生活全景，被评为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集聚地、“中国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优选项目-非遗旅游街区”、

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等。不久后，十八
梯二期（D区）还将重磅亮相，涵盖重庆
首个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金丝楠博物
馆、承袭千年国风文韵的中国白银等，
后续发展动力澎湃。

磁器口古镇也正在以创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和嘉陵湾区深化
提升为契机，统筹形态、业态、文态和神
态，重点实施和推进磁器口交通路网综
合提升、磁器口古镇消防综合整治、老
旧小区改造、磁童路步行街改造和深化
提升、老街风貌改造和深化提升、夜景
灯饰提升等项目，努力让“千年磁器口”
变身“时代新磁场”。

方兴未艾，好戏在后头

人文荟萃、底蕴厚重，“长嘉汇”源
远流长，“三峡魂”雄阔壮美，“武陵风”
绚丽多彩，重庆现拥有1处世界文化遗
产、2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以及1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个市级历史文
化名城、2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64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众多宝贵的
历史文化资源。

“处理好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让老街老巷子既有人
气、更聚财气，重庆可谓方兴未艾，好
戏在后头。”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称。

我市正加快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重庆段）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
编制工作，已完成方案和规划初稿，科
学划分管控保护、主体展示、文旅融
合、传统利用四大功能区，重点规划实
施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
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基础工程；围
绕文物本体修缮、纪念馆建设及展示、
环境整治、文旅开发等八大板块，推进
实施了重点项目68个；组织开展了乘
郑渝高铁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第十
三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暨“高
铁带你游三峡”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接下来，我市将加速编制《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实施方案》和
建设保护规划，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建
设等。

商户复工率超过80%、游客接待量恢复至60%，繁华与活力正在复苏——

老街老巷各出新招抢旺季

渝中区洪崖洞景区，市民正在拍照留影。（摄于12月5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