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渝中区率
先在全国设立每个社
区2名专职社区工作者
岗位、率先在全市实施
社会工作服务整体推
进项目、率先在全市引
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凭借多个率先之
举，被民政部评选为“全
国首批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区”。

“一头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是荣昌为之骄傲的传统产业，也是推动区域
特色经济的新增长点。靠着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四大特色产业越来越蓬勃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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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3日—25日举行的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荣
昌折扇被作为‘市礼’送给参会的
1000多名国内外嘉宾，绽放光彩。”荣
昌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全区共有阳光扇艺、金扇
子工艺品厂、飞跃折扇厂等折扇企业
（作坊）16家，从业人员约150名，年销
售额约2000万元。

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荣昌折扇制作
技艺，荣昌区通过出台多项优惠扶持

政策、设立杰出人才贡献奖等方式，激
发非遗人才创新创业激情。

“非遗文化产业不能‘冻’起来，需
要‘动’起来。”该负责人表示。荣昌区
通过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开展“荣昌区文
化产业资源调查”，举办填川移民文化
学术研讨会、荣昌移民文化产业发展专
题记者见面会，充分挖掘荣昌折扇非遗

文化产业资源优势和文化内涵。同时，
将折扇等非遗商品整合包装，打造“荣
昌好礼”旅游品牌商品。同时，鼓励荣
昌折扇企业“走出去”，参加深博会、西
博会、京交会、意大利米兰世博会、文博
会等展会，提升荣昌折扇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文/
曹让均 杨杨 图/荣昌日报提供）

“一把扇”挖掘好非遗文化

从全社唯一的吊散户到搬离
九道拐，从骑摩托到开小车，武隆
区桐梓镇长征村村民周建林家交
通方式的升级，见证了乡村路的大
变样。

吊散户 出门全靠走

3月 18日，武隆区桐梓镇长
征村姚家河，25岁的周建林发动
汽车，准备出门。

车子在宽阔的乡间公路上行
驶，周建林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河
对面的“九道拐”，那里是爷爷、父
亲和他三代人生活过的地方。

周建林家曾是九道拐下唯一
的农户，因为居住吊散，哪怕是去
趟河对岸，来回就得走一个钟头。
为了少跑路，少年时期的周建林不
得不借宿在河对岸的农户，只有周
末和寒暑假才回家。

20世纪90年代，群众自发筹
集，免费投劳，姚家河终于通了公
路。可因为路程远、施工成本高，
周家成了唯一的例外。

搬了家 摩托车代步

初中毕业后，周建林就外出
学了泥工技术，收入渐丰。有了
存款，周建林第一时间与家人商
量搬迁，协调了宅基地后，最终在
公路旁边修建了一幢三楼混凝土
房。

出门就是公路，让周建林一家
感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很快，他娶

了媳妇，日子也渐渐红火起来。
唯独遗憾的是，村里的路还通

不了客车，走亲访友全靠两条腿。
大部分时候，周建林和村里的男人
们都是骑摩托车出门。

建好路 开着车追梦

2018年底，周建林和妻子忙
活了一年，攒下5万多元，亲戚又
帮衬了一些，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
小汽车，还一口气开到家门口，出
门做事也更加方便。

从2018年开始，武隆区大力
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根据规划，2018-2020年武隆将
实施“四好农村路”通组公路通畅
建设任务2150公里。2018年上
半年，建设计划就已全部下达到
27个乡镇（街道）。偏远的姚家河
成了受益者，硬化路面从最初的
3.5米扩展至5.5米。

据武隆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0年全区2150公里“四
好农村路”全部建成后，武隆将实
现乡镇 100%通油路，行政村
100%通畅、通客，撤并村、村民小
组100%通畅，9个区级乡村旅游
示范点100%通油路6个100%目
标。未来，随着交通的改善，偏远
地区与城市的距离将越来越近，为
周建林一样的年轻人，提供更多追
梦的可能。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文/
图 徐强）

以前出门靠腿走
现在小车到门口

万州讯 今年，万州将深化社
保制度改革，加强社保扩面征缴，
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社保待遇，落实
好社保惠民政策，全力助推实体经
济健康向好发展。

力争为企业降费4亿元

今年，万州将承接好国家、市
里社保各项社保改革任务，确保在
万州区稳步实施。切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全年力争
为全区6000家企业降费4亿元，
全力助推实体经济健康向好发展。

全面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落实落地，做好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老人”待遇发放和退休

“中人”待遇复算。加强工伤保险
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
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工伤认定工作
标准。做好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
改革的有序对接。

落实养老保险补缴政策

万州今年还将深入推进全民
参保计划，分析运用全民参保登
记数据，促进法定人员应参尽参、
断保人员接续参保。加大社保参
保稽核力度，维护职工权益，扩大
社保覆盖面，促进城乡养老保险
参保率巩固在95%以上。落实居

民养老保险年满60周岁且未参加
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一
次性补缴政策，提升城乡养老保险
覆盖率。

足额发放各类社保待遇

按照市里部署，万州继续调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贯彻实施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
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落实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加
大对困难企业支持力度。提高失
业保险金标准，落实失业保险待
遇，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加强
基金监管力度，严防社保基金“跑
冒漏滴”。按时足额发放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确保

“一天不拖、一分不欠、一人不漏”。
今年，万州还将办理新征地

安置人员参保，高效率办理城市
建设新征地群众参保工作，保障
城市建设、项目建设土地征用平
稳推进；贯彻落实好国家对国有
企业部分困难“单双解”人员给予
不低于50%的缴费补贴和困难灵
活就业“4050”人员享受社保补贴
的政策，减轻参保人员缴纳社保费
负担。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丁靳）

万州今年力争
为6000家企业降费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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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 科创优化“猪”和“陶”
文创兴盛“布”和“扇”

3月11日，昌州街道石河村的生
猪养殖大户郭平和工人们忙着将
200多头仔猪装栏，等待四川乐山的
客户前来取货。这批仔猪正是前几
天通过国家生猪市场挂牌销售出去
的。

国家生猪市场是荣昌区运用“互
联网+”模式打造的国内最大生猪现货
电子交易平台，交易商近5万户，交易
范围覆盖全国。该市场采取生猪活体

“线上交易+线下交收”方式，现日均交

易量达10万头。
“截至目前，通过我们平台实现的

生猪交易已突破 805 亿元大关，到
2020年力争实现交易额2000亿元。”
国家生猪市场负责人说。

近年来，随着荣昌猪产业品牌对
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荣昌区先后引
进重庆琪金食品集团、紫燕集团、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等一批重点项目。汇聚
美国嘉吉、铁骑力士等26家饲料工业
企业，饲料年生产加工能力达200万
吨以上。通过GMP认证的兽药企业
有永健生物、澳龙生物等18家，其中，
澳龙生物生产的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
疫苗，是现在全球唯一用于治疗人畜
共患病的强制免疫疫苗。

“一头猪”交易突破805亿元

3月11日，位于广富工业园唯美
陶瓷3条生产线末端的6台智能化叉
车，在划定的区域内平稳运转。精美
的瓷砖在经过全自动化包装设备后，
被整齐码放在一旁。智能化叉车则迅
速将包装后的瓷砖转移到20米外指
定区域，等待装车出货。

据企业负责人邓兴智介绍，配备
智能化叉车后，整个操作实现了定点、
定量，能有效降低瓷砖在搬运过程中
的损耗率。同时，在运行区域内，只要
有人进入，智能化叉车会自动停止工
作，让生产更加安全。智能化叉车的
使用让唯美陶瓷的3条瓷砖生产线，由
原料预加工、喷雾制粉、压制成型、干

燥淋釉等十多道工序全部实现了自动
化作业。

目前，唯美陶瓷每月生产75万平
方米瓷砖，每月产值超过4000万元，
全年实现产值5亿元。

数据显示，从2018年1月到2019
年1月，荣昌区已引进惠达卫浴、金意
陶陶瓷集团、简一陶瓷有限公司、北京
创导工业、日丰卫浴、广东华兴6个“一
片陶”项目，总投资达67亿元。去年
全区陶瓷企业实现规上产值47.5 亿
元，同比增长12.2%。

除建筑陶瓷外，荣昌区在工业陶、
环保陶上也有所突破：现已投产的北
京奥福精细陶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汽
车尾气装置所用的蜂窝陶瓷，广泛应
用于中国重汽、潍柴、康明斯、东风及
德国戴姆勒等重卡；金意陶将在荣昌
首次布局4条泡沫瓷砖生产线，这种泡
沫瓷砖是用各种固废材料加工出来的
新型环保产品，不仅保温、隔热、降噪，
价格还很便宜，可广泛用于装配式建
筑，投产后可将荣昌的陶瓷固废、工业
固废、煤矸石“打干吃尽”。

“一片陶”工业环保两不误

今年1月，重庆尚上服饰有限公司
C厂正式投产，其生产车间总面积达到
4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可解决5000人
就业，实现30亿元销售额。

荣昌区还签约引进湖南华升集
团。该集团是目前全国麻纺行业市场
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其苎麻加工生产
能力和年出口量均占全国50%以上。
华升集团将投资5亿元，在荣昌建设夏
布小镇麻类展销中心及综合服务平
台，1万亩苎麻种植基地，纺纱、织布、

针织生产基地，以及职业技术培训中
心、专家科研中心和家纺、文创基地。

去年以来，荣昌夏布产品频频亮
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北京恭王府非遗
日夏布时装展、澳洲时尚艺术展等国
际舞台，迈出了国际化、市场化步伐。

为了传承和保护好夏布文化，荣
昌区积极推进荣昌夏布小镇建设。目

前已有53家单位签约入驻夏布小镇，
入住率超70%。

“今后夏布小镇将加强与高校、科
研院所以及入驻企业等单位的合作，
在小镇内实现夏布科研成果的快速转
化，通过夏布服装艺术节等活动，扩大
夏布产品的销售渠道，让荣昌夏布走
向全球。”相关负责人说。

“一匹布”频频亮相时装周

完善社区社工室标准化建设

嫩绿色为主色调的房间，配有沙
发和绿植；办公桌椅、办公电脑、打印机
等办公设备一应俱全；文件柜中整齐陈
列着社区社会工作相关材料；《社区社
会工作室组织架构》《社区社会工作室
职责》《社区社会工作者职责》《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流程》等制度也一应上墙。
这是大溪沟街道双钢路社区社工室的
新颜。

“社区社工室作为社会服务的平台和
阵地，对社会工作融入社区而言，意义重
大。”渝中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7年率先在全市启动社区社工室标准
化建设工作以来，他们进一步规范了社区
社工室的整体形象，统一了社区社工室的
组织架构、专职社工着装、工作流程、服务
职责等。

“社工室不仅配有2名专职社区社会
工作者，还建有志愿者服务队伍，大家以
社区社工室为阵地，结合社区实际情况，

打造了一系列社会工作服务品牌项目。”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渝中区已在多个社区
打造了一批示范社区社工室。

同时，渝中区还将各社区社工室作
为备案管理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促使
社区社工室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推动其
服务范围从社区内逐渐扩大到社区外，
从区内逐渐扩大到区外，有能力和实力
承接实施市、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

去年8月，渝中区59名社区社会工
作者参加了社区社会工作骨干人才培训，
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能力水平。

去年9月，渝中区156名社区专职社
工接受了社区专职社工培训，提高了自身
的专业素质及能力。

去年10至11月，渝中区25名社会
工作助理督导培养对象，分两期进行了助
理督导培养对象培训并接受考试。

……
自2013年明确提出“每个社区专业

社会工作者达到1至2名”这一目标后，
渝中区民政局便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水平考试，引进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专、本科毕业生担任专
职社区工作者的方式，壮大社区专职社工
队伍，目前全区79个社区共配有160余
名专职社工。

渝中区又广泛吸纳高校教师、社工
一线专家建立督导人员队伍，定期对社
区社会工作开展督导培训，还采用“社区
专职社工培训——社区社会工作骨干人
才培训——社会工作助理督导培养对象
培训”这一阶梯式的培养模式，推动人才
队伍建设。

此外，全区还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工节活动，向市民宣传社会工作理念，
展现社工风采；率先在全市建立枢纽型社
会工作社会组织——渝中区社会工作协
会，统筹社会工作宣传、社会工作者培训、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督导、实施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等工作，促使全区社会工作得到有
序发展。

“社工室+专业社工机构”

去年7月10日，二府衙社区社工室
“‘健脑护脑、预防失智’社区长者失智预
防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的“陪伴”长者失
智家庭支持小组开班，通过“认识你我他”

“互助之桥”“照护技巧提升”“照护技巧分
享”“告别坏情绪”五期小组活动，让社区
老人及家属初步掌握失智老人护理基本
操作技巧技能，懂得为自己减压，学会舒
缓情绪。

同年，乐至社工服务中心也在其承接
的“七星岗街道精神障碍患者居家康复医
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为七星岗街道
各社区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社
区居民提供医务社工服务，提高患者生活
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大家对精
神卫生相关知识的理解。

自2014年起，渝中区便逐步在各社
区实施社区社会工作整体推进市级项目，
全区社区社工室平均每年实施服务项目
100余个，包括社区融入、困难帮扶、心理
慰藉、青少年教育、社区矫正等各个方面，
实现了低保、残疾、老年人、青少年等社区
重点人群全覆盖。全区还引入15家专业
社工机构，在社区居民融合、困难帮扶、纠
纷调解、老年人关怀、婚姻家庭、精神慰
藉、青少年教育、就业援助、矫治帮教等领
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进一步提升了
百姓的生活满意度。

如今，渝中区已基本形成“132”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即每个社区建有社区
社工室这“1”平台，培育发展专业督导、
专职社工队伍、专业志愿服务“3”支专业
服务队伍，分别针对社区重点人群、普通
居民群众，积极开展重点人群服务项目、
特色社会工作服务项目“2”类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文/李一 图/
渝中区民政局）

社工服务专业化 市民更有幸福感
多项率先之举推进社会工作，被评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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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讯 “想不到我们这个山
旮旯头还能像城头一样装上路灯，
晚上明亮多了，大家吃完晚饭还可
以出门溜溜弯，锻炼身体，真的很
感谢组织部和村里的民生之举。”
青莲镇新庙村群众连声称赞道。

为改善群众夜间出行环境，提
升出行安全系数，2018年以来，丰
都县委组织部派驻青莲镇新庙村
驻村工作队积极争取，通过爱心企
业捐赠、单位筹资等方式，整合资
金21万元，组织实施“乡村点亮工
程”三年行动计划，对人员聚集区、
重要路口、干道沿线、偏僻角落进
行点亮。

“我们按照‘生活福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的总体要求，立足群
众所急所盼，务实推进乡村治理，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驻
村工作队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青莲镇新庙村已实
施并完成路灯二期工程，为全村4
个村民小组安装光伏太阳能路灯
107盏，初步实现全村所有村民小
组主干道路灯全覆盖。随着路灯
的“上岗”，村民以前夜间出行标配
的手电筒也光荣地“下岗”了，乡村
夜间治安环境得到大大改善。

（丰都县融媒体中心 肖亚林）

山旮旯亮起107盏路灯
新庙村群众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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