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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芸）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沙坪坝区获悉，目
前该区已为24家企业发放价值48
万元的“创新券”，让这些刚起步的
创新型小微企业能相对轻松实现成
果转化。

刚刚诞生的小微企业在面对市
场时，最需要什么？经过调查，沙坪
坝区相关部门发现，这类企业想设
计网站或APP，以及委托检验检测
等，但“起步价”往往在 3万元以
上。对此，去年9月，沙坪坝区为辖
区内企业提供“创新券”，领了此券
的小微企业可享受相关优惠，为其
发展提供助力。

“‘汉字慧’是利用字母与字形
转换，帮助外国人学习汉字的一款
软件，目前正在测试中。我们使用
了沙坪坝区提供的‘创新券’，只花

2万元就做出了APP，相当于享受
了对折优惠。”近日，该项目有关负
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同样受益的还有利用“创新券”
制作网页的飞特车辆技术有限公
司，其负责人说：“这款‘创新券’虽
然钱不多，但对我们来说，节省了起
步的启动资金，仍然是‘雪中送
炭’。”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24家企业
陆续领取了这种“创新券”，大多用
于建设网站、开发APP、委托第三
方实现检验、检测等。

此外，沙坪坝区还通过提供孵
化器、税费减免、免费咨询等多种方
式，为创新型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去年，该区专利申请达到4412件，
同比增长22.15%，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1880件，位居全市首位。

沙坪坝为创新型小微企业
发放“创新券”
助其实现成果转化

本报讯 （记者 颜安）近日，
永川区青峰镇胡豆坪村村民李森，
来到离家不远的吉之汇国际农贸物
流城。他在吉之汇党群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通过自助就业一
体机，几分钟就完成了自己的求职
信息发布。“以前，我们找工作必须
要去人社局服务大厅，而且每逢周
三才有招聘活动，现在有了这台机
器，省时又省事。”他高兴地说。

自助就业一体机是永川智慧就
业系统的终端设备，群众只需身份
证或社保卡就能通过其发布个人求
职信息、了解最新岗位空缺情况，十
分便捷。自去年8月以来，永川已
在全区各街镇、学校、孵化基地、人
力资源市场安装了240台自助就业
一体机，实现了智慧就业全覆盖，半
年来帮助5000多人找到了工作。

“去年8月，我们对人力资源信

息化管理系统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改
造，重点就是这个自主就业一体
机。”永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
长邱永强说，永川现处于产业结构
调整期，各方面人才缺口都比较大，
只有借助于信息化建设，才能快速
掌握人才市场的供求变化。这既为
新引进企业找到了劳动力资源，同
时也为闲置和新增劳动力找到了对
应的工作岗位。

除对接供求之外，自助就业一
体机还录入了多家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信息，各种培训信息一目了然，求
职者可以很方便地点击参加培训。

对于管理部门而言，通过采集
数据，既能自动为求职者匹配岗位，
还可分析当前紧缺岗位、热门工种
等，也可提取用工单位需求数据，针
对性分析缺岗的原因，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

永川增设智慧就业终端
求职就业省时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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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重庆市大渡口区
始建年代：1938
主要遗存：50 年代炼钢厂

房，大型轧钢厂房及老厂房，中板
厂厂房，小洋楼，红楼，招待所（2、
3号楼），交警岗，电话交换机，滨
江配电所，钢花影剧院，渝钢村工
人住宅，炼铁厂料仓，轧钢厂烟
囱，新港码头，烈士墓，防空洞，1
号炼铁高炉（含热风炉、烧结设
施），炼钢炉，连铸机，炼焦炉局
部，轧钢机，山顶煤气储气罐，滨
江铁路专线，8000HP双缸卧式
蒸汽机，蒸汽机车。

入选理由：前身为近代亚洲
最早、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
冶萍的汉阳铁厂；抗战时期大后
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生产了
全国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培
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

人队伍；新中国钢铁工业基
地；贝塞麦低温氧化去

磷，废热式炼焦
炉技术。

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始建年代：1967
主要遗存：洞室、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等；

主厂房、反应大厅、反应大锅、中央控制室等；电机、控
制设备等。

入选理由：三线工程之一，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
基地，号称“世界第一人工洞体”；中国第一台原子能发
电厂；中国唯一解密核反应堆。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
（部分现为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公园）

（816景区）816工程

重庆钢厂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1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垫江工业园
区采访时了解到，重组后的重庆市
钟表有限公司生产的山城手表，1
月19日收到德国国家天文台手表
检测认证中心报告，30块送检手表
经过严苛的检测，以每24小时走时
误差不超过+6秒-4秒的成绩，通
过检测认证。

德国国家天文台手表认证检测
中心，是具有世界级权威水准的认证
中心，此前，包括山城手表在内的国内
多家制表企业，想将产品送到该中心
检测认证，都被以种种原因而婉拒。

5年前，重组后的重庆市钟表
有限公司，重新拾起山城手表的品
牌，按照世界一流的水平，提升质
量，打造精品。他们先后投入研发
经费1000余万元，派出8批次20
余人到瑞士、德国等世界著名制表
企业学习，同时，企业也投资购置了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通过
5年的励精图治，终于使产品质量

和外观产生了质的飞跃。
此次送检的30块手表，是从

2017年生产的产品中随机选取，当
年10月底送检。这也是该天文台
第一次为欧盟以外国家生产的手表
提供检测认证。

在国际上，通常机械表每天的
可容忍误差是+-15秒。目前，我
国生产的手表标准为24小时+-误
差不超过30秒，即为合格。天文台
检测认证的手表特别讲究机芯、材
质与工艺技术，每一只表都必须连
续16天接受不同的温度及位置等
测试。而德国天文台官方认证的测
试标准尤为严苛，测试评估的项目
包括：平均每日速度、平均速度变
化、最大速度变化、不同位置的速
度差异、最大的速度差异、温度影
响值、持续速度等7项。只有通过
5种不同位置，3种不同温度以及特
定湿度下的反复运转检测，达到每
日平均误差-4秒到+6秒之间的表
才能获得“天文台表”的殊荣。

每24小时走时误差不超过+6秒-4秒

山城手表通过
国际权威机构检测认证

▲1944年初，第二十一兵工厂重
炮厂近 100 名职工研制的 120mm 迫
击炮。 记者 罗斌 翻拍

▲抗战前期，第二十
一兵工厂向德商泰来洋行
购买的钻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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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地下核工程洞口。
通讯员 李辉 摄

▲已关停的重钢老厂区。
记者 罗斌 摄

▲重钢老厂区。
记者 罗斌 摄

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的抗
战兵器工业旧址公园现存有
51个防空洞，包含了抗战兵工
街、建川博物馆聚落、国防兵器
文化主题公园等功能区，以重
庆建川博物馆为核心。该博物
馆将于今年建成开放。

在原重钢型钢厂旧址上
打造而成的重庆工业文化博
览园，由重庆工业遗址公园、
重庆工业博物馆及文创产业
园 3 部分构成。其中，工业遗
址公园在2017年初开放，而整
个博览园项目也将于 2019 年
上半年全面完工，与国家文物
建筑——抗战兵器工业旧址实
景相结合，展现钢厂西迁、支援
抗战的悲壮历史。

而享有“世界第一人工洞
体”“地下长城”美誉的涪陵
816地下核工程，于2010年4月
作为景区开发，现对外开放。
它是目前国内唯一解密并以旅
游景区为形式的核工程遗址。

三处工业遗产
现状如何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实习生 杨雅涵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实习生 杨雅涵）
1 月 27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发布会在
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
录（第一批），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重庆钢
厂和816工程等3处工业遗址入选全国首
批100个保护项目。

此次“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发布会由
中国科协调宣部主办，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承办。会议认为，工业遗产不仅仅
是文化遗产，也是记忆遗产、档案遗产，工业遗产保护名
录的形成，有助于保存这些文明的印记，使之成为全人类共
同的财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据悉，公布的这批名录包含了创建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
业，也含有新中国成立后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覆盖了造船、
军工、铁路等门类，是具有代表性、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

近代以来，重庆工业发展速度及水平在整个西南地区一
直处于领先地位，是全国最大常规兵器生产基地，现存大
量的工业遗产，呈现依山傍水、进洞隐蔽的环境特征，沿
江、沿路、组团分布的空间特征，门类齐全、类型完整的
体系特征，工业发展历程从未间断的时间延续性特
征。

市规划局名城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重庆高
度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为落实名城保护总体
规划的相关要求，完善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体系，市规划局已组织开展《重庆
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工
作，通过价值评价初步确定了我市第
一批共96处遗产名录，其中包含中
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中
的3个项目。目前，该规划正在
按照相关意见深化完善，形成
成果后将上报市政府批准
并正式公布。

所在地：重庆市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
坡区、大渡口区和万盛经开区

始建年代：1939
主要遗存：山洞厂房，机器与

仪器，防空工事。
入选理由：抗战时期，

重庆兵工生产了全国2/3
的枪炮及弹药，为抗

战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

切实的改变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了

巴南：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六成以上

“喜鹊喳喳枝头叫，好事连连登门到，山城
巴南花独秀，医疗战线传捷报……”近日，在巴
南区接龙镇桂兴村，相声演员们打起竹板儿说
起词儿，把十九大带来的好政策讲到村民心坎
儿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各种文艺活动，一个
字‘赞’！”现场400余名群众纷纷点赞。

其实，这些都是全区文化繁荣的标志，也
是巴南区近年来民生不断改善的有力支撑。
为了让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定所、观
有所感，巴南持续实施医疗、文化、教育、就业
等重点民生工程建设，2017年全年民生支出
47.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1.1%。积
极的财政投入，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实在在的便
利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了。

家门口的视听盛宴品质高还免费

“以前大家闲暇之余总爱打牌，日子过得
很枯燥。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看看书，参加参
加公益培训班，有的时候还能跳跳舞，何乐而

不为？”安澜镇小龙村村民李华芬深切地感受
到文化惠民带来的变化。

在巴南区文化馆，“金犬旺福送春来”巴南
区文化艺术中心（文化馆）小剧场开始投入使
用，该剧场是巴南区首个专业演出场所，舞台
面积430多平方米，观众席可容纳300余人。
据悉，2017年9月，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入驻区
文化艺术中心以来，达到了国家一级馆标准。

“两馆”累计服务读者人次、外借图书、数字资
源点击量和艺术培训学员人次均达历史新高。

“如此专业的场地，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
亲眼目睹专业的艺术表演，太幸运了！”观看过
小剧场表演的观众们纷纷感叹。

农村学校既增颜值又提质量

2017年9月，在巴南区10万中小学生重
新踏入校园之际，巴南三所新校——昕晖小
学、融创中学、重庆树人立德小学3所新学校建
成开学，自此，周边学生将享受优质的教育资
源，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5100个。

除了新校建成有序推进外，巴南农村学校
的“颜值”和质量都得到了大提升。“教学楼是
新扩建的，多媒体教学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我
们镇的办学条件一点也不比城里差！”惠民小
学校长彭祖明介绍，通过全区“教育改薄”（改
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该
校音乐室、体育室、美术室、科学室、图书室等
教学场地得到全新装修，同时新添设施设备。

近三年，巴南区投入“改薄”资金14942.88
万元完成了校舍场地建设、设备设施采购等502
个“改薄”项目。此外，该区实施的集团化办学成
果初显，新增市级名师、骨干教师46名，同时，还
与西南大学、重庆一中、重庆八中等优质资源合
作办学，打造的“三名工程”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医改红利既方便又实惠

“从我家走路去镇上的卫生院要花半个多
小时。”家住圣灯山镇永隆村二社64岁的梁槐
说，自从有了村卫生室，她去镇卫生院的次数
屈指可数。她还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

村卫生室拿药看病也一样可以报销。
“今年施行的医改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实惠。比如以前去医院看病，挂号费要9元，
现在我们自己只需支付2元。”跟梁槐有一样感
受的，还有一品街道居民石秀珍。

在巴南，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推进，药
品采购“两票制”全面实施，药品销售加成和药
事服务费全面取消，对群众直接让利5000余
万元。同时，稳步推进离岗乡村医生养老和医
疗补助工作；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累计签约30.68万人，签约覆盖率30.5%。

同时，巴南区总投资12.58亿元的“三甲”
医院巴南区人民医院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预计2018年10月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
将终结全区没有“三甲”医院的历史，还可辐射
綦江、南川、江津等地。

全力保障既救大病还治“心病”

“临时救助的钱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政府
的好政策，给我战胜病痛的信心！”2017年 6

月，界石镇畅想社区的龙女士检查出患乳腺
癌，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自己身患疾病，让她备
受打击。这时候，区里的临时救助金和镇里的

“稻草援助”安定了她的心。
“跟企业结了‘对子'，我悬着的心也落下

了，找得到工作了！”家住李家沱林荫社区的安
德云的情况有所不同，失业带给他的不仅身体
上的打击，更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现在，
与区内一家企业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这让失
业多年的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统计，截至目前，巴南区累计支出医疗
救助金2697.96万元，救助108826人次；全区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232000多人，为失业人员
提供了生活保障。不仅如此，巴南区投入44亿
元实施市区两级重点民生实事，完成500公里
人行便道、4处人行过街设施、7处社会停车场、
3处农贸市场和105户地灾搬迁避让……

如今的巴南，打破城乡壁垒，消除后顾之
忧，怀抱更宽广、保障更全面，让每一个群体都
被阳光照耀。

张英 王彩艳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第一批）名单公布

重庆3处上榜

本报讯 重庆市对外贸易
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况浩文同
志，因病于2018年 1月 28日
逝世，享年88岁。

况浩文同志系重庆巴南
人，1950 年 5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况浩文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