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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驻重庆新任总领事渡边信
之已经开始履职。4月24日，重庆日
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与重庆结下不解之
缘的新任总领事。

听说采访自己的是重庆日报记者，
渡边信之兴奋地说，领事馆订阅了《重
庆日报》，他常常翻看报纸，从中了解到
重庆的发展和变化，很令人振奋。

渡边信之进入日本外务省后，曾在
南开大学进修语言，在驻华大使馆和外
务省负责中国事务的部门工作了20
年。从1986年起，他因公或因私多次
到访重庆。

渡边信之毕业于日本静冈大学法
学专业，中文说得好。此次到重庆任
职，是他时隔17年重回中国工作，距上
次到访重庆也将近10年了。

“我大致于 1986、1987、2001、
2010年因出差或旅游到过重庆。”渡边
信之说，1987年，坐船从重庆到武汉，
三峡的壮丽景色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当时，重庆街上车辆少、道路窄、坡道
多，人们生活朴素。”

2010年，渡边信之陪同一个日本
代表团访问了重庆。“与上世纪80年代
相比，虽然还是有坡道，但是路面硬化
了，道路也在逐渐扩宽。”

而这次，渡边信之说，他一周前抵
达重庆时，完全颠覆了曾经的印象——
超高层大厦林立，高楼群灯饰色彩鲜
艳，仿佛置身于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
市，城市发展势头迅猛……他还说，人
们穿着时髦的服装，大家的精神面貌
都是积极向上的。重庆的历史、饮食
等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受到了许
多日本人的青睐。近年来，重庆作为
日本与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开发以及与
亚洲、欧洲各国交流的据点之一，也备
受瞩目。

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自1998年
设立以来，在去年迎来了建馆 20周
年。“我到任后接触到的重庆各界人士，
对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这也让我对工
作充满信心。”渡边信之表示，重庆和日
本的联系日益加深，在此基础上，今后
他将从经济、人文、教育等方面努力，推

动重庆和日本的交往合作。
据了解，我市目前约有160家日资

企业，360名日本侨民工作生活在重
庆。为了更好地了解重庆的发展情况，
渡边信之认为，让日本的经济界人士来
渝参访，并把重庆的政策信息告知外
界，是很有必要的。

“我希望今后为他们搭建起更多信
息互通交流的渠道和平台。”渡边信之
说，促进双方的友好交流也是他未来努
力的方向。

去年，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发放
了超过30万件签证；今年1至3月，发
放了81925件签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1%。不仅如此，从今年1月起，日本
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对曾去过两次日本
的中国公民提供了3年内多次往返签
证，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办理日本签证也
减少了部分材料申报。

“通过发布便捷的措施，推动重庆
与日本的交流往来更上新台阶。”渡边
信之表示，今年是中日两国政府确立的

“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他期待开展
多项交流活动，加深青少年之间的友
谊。

日本国驻重庆新任总领事渡边信之——

近10年后再次来渝
完全颠覆了曾经的印象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上个月共卖出蜂蜜800多斤，野
生菌上千斤，竹笋500多斤……”4月
22日，城口县东安镇居民、“谷老范”淘
宝店店主范中全仔细核对着账单。

腿脚不便的范中全以前是镇上的
贫困户。“大山里的土特产很受欢迎，我
收购山里村民的货物在网上售卖，每个
月可收入好几千元。”范中全笑呵呵地
说，自己得以稳定脱贫，得益于重庆商
务职业学院的农村电子商务带头人培
训。

针对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92
个贫困村的农村种养大户、电商从业
人员、职业农民等进行的农村电子商
务带头人培训，让不少贫困户通过电
商摆脱贫困，并带动身边的贫困户共
同致富……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的做法
只是我市职业教育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作为部市共建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试验区，重庆市
职业教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多元
化办学格局，围绕市场需求设置专业，
强力助推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

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
构需要进行人才培养与专业调整，是我
市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乡村振兴号角吹响后，重庆市不
少职业学院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
兴。如彭水职教中心将苗家刺绣、民族
歌舞等颇具民族特色的项目编纂形成
课程，开发《苗家刺绣》《娇阿依民歌精
选》等教材；成立大师工作室，促进民族
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共生发展，构
建文化推动型扶贫开发模式。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的连锁经营专业面向

农村“新流通、新零售、电子商务”等方
面的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
实施精准扶贫，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十三五”期间，按照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国家制度建设
试验区的要求，重庆市还进一步围绕地
方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和产业布局，启
动优质职业院校建设，增强职教专业对
接产业发展的能力。

比如，云计算是重庆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重庆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在2015年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共建了中兴通讯信息学院，共同开
展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移动通信技术等
专业人才培养；为满足城市轨道交通、
铁道交通（含高铁动车）和智能交通发
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重庆公
共运输职业学院开设了轨道电气系、轨
道车辆与机械系、汽车工程系等6个系
共27个专业……

“近年来，重庆积极适应产业升级
需要，不断优化调整中、高职业院校专
业。”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
有职业院校223所，在校生共约69.7万
人。其中，中职学校共设置18个专业
大类、153个专业，高职院校共设置19
个专业大类、362个专业。目前全市已
基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
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体系。

产教融合推进人才培养

机器轰鸣，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是重庆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与重庆铁强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的电气工程
学院生产型实训基地。

“我们不仅在学校建起了校中厂，
还依托生产车间，开辟了企业课堂。”重
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进介绍，企
业课堂将课堂直接搬进校内实训室，将

理论和实践融合在生产现场的真实环
境之中。学校先后与数十家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通过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
在加快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教师“双师”
能力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样的企业课堂，在重庆的职业院
校中还有很多。比如，重庆公共运输职
业学院与成都铁路局、重庆轨道集团等
行业龙头企业共建轨道类专业集群，共
建共享国内一流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双
师型、教练型教师队伍，共建协同创新
与技术推广中心，校企合作提高铁道交
通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位于江津区白沙
镇的重庆工商学校，创新地探索出“园
团融合”集团化办学模式，牵头组建西
部地区最大的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庆工
商职教集团，与之毗邻的江津职教工业
园，在引进项目上，专门与职教集团的
机械、电子、建筑等专业进行匹配，学校
与园区企业则携手实施订单培养计划，
共同推动职教集团与工业园区的融合
发展。

2018年，我市还开启了中、高等职
业教育“双基地”（兼具教学和生产双重
功能、校企双主体深度合作）建设项目，
打造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专业集群等120个培养培训
技术技能人才的“双基地”。

“通过‘双基地’建设共建一流的
共享型教学资源，实现企业生产项目
资源向教学资源的快速转化，并建成
企业驻校工作室，实现学校实训基地
向生产车间和科研基地的快速转化，
同时还能全面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
水平并面向社会、行业、学生开展职业
培训。”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大力推进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建立了
产教融合的职教园区16个、职教集团
13个，全市职业院校共与5000多家
企业实行协同育人，进行订单式培养
学生数十万人。

培育学生一技之长的造血式扶贫

“弟弟，毕业后就到彭水职教中心
就读吧，我现在担任一汽车服务中心在
黄泥塝分店的店长，月薪近万元。”来自
彭水小厂乡一个贫困家庭的刘宏，是彭
水职教中心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毕业
生。

父亲失明，家里3兄妹都在读书，
刘宏在彭水职教中心汽修专业就读时
不仅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全免，学校还
为他发放生活补助，提供勤工俭学岗
位。

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刘宏，如今是店
里的汽修能手，他的收入大大缓解了家
里的经济压力，也是村里带动家庭脱贫
致富的典型。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通过掌握一技之长成为专业技术人才，
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来自市教委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共
有近10万名建卡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
受职业教育，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的目标。

事实上，随着重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和职业院校服务产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重庆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重庆市职业院校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达到90%以上，近年来留在重
庆就业创业的占毕业生总数的80%以
上。“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建设与产业
高度对接的高职专业1000个、中职专
业400个，与产业对接率85%以上，并
进一步加大校企、校地合作，培育10个
产学研联合体，建设10个示范性职教
集团、20个校企合作示范项目、20个高
职院校协同创新中心、30个高水平中
职学校，以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
会经济的能力。

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超90%，专业与产业对接率85%以上

职教助力重庆经济“底气”更足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刘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 月 23
日—24日，以“魔幻山城·遇见不一样的
世界”为主题，由市文旅委、渝中区政府
支持，携程集团主办的中国旅行者大会
在渝举行。其间，大会举行了中国旅行
口碑榜颁奖盛典，重庆首次跻身榜单十
强，位居全国第四。

中国旅行口碑榜由行业专家团根据
旅游人气、游客满意度、投诉率等指标综
合评判而出。

今年，在中国旅行口碑榜国内游最
受欢迎目的地榜单中，上海、香港、西安
分居前三，紧随其后的是重庆、杭州、成
都、北京、三亚、澳门和青岛。

此外，重庆的渝中区、黑山谷景区、
两江夜游分别获得国内最佳文创城区、
国内最佳旅游景区以及最具网络人气景
区等分类奖项。重庆还同时获评全球
10大吃货必去的旅行目的地。

此次大会吸引了近千名旅游界专家
学者、文旅主管部门代表、知名旅行商及
旅游达人参加。在会中主题论坛上，相
关旅行行业专家等围绕旅游生态新玩
法、民宿行业对于旅游城市的赋能两大
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一致
认为，从“围着导游旗”到独身闯天涯，从
出国“买买买”到静心品文化，如今的旅
游大众化已迎来消费需求个性化，针对
消费行为的变迁，旅游生态的变化，旅游
业应该顺应细分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
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有价值、有亮
点的旅游产品。

重庆跻身中国旅行口碑榜前十

■目前我市有职业
院校 223 所，在校生共
约69.7万人。其中，中
职学校共设置18个专业
大类、153个专业，高职
院校共设置19个专业大
类、362个专业。全市已
基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和
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
职业教育体系。

■重庆市职业院校
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
90%以上，留在重庆就业
创业的占毕业生总数的
80%以上。

日本国驻重庆新任总领事渡边信
之。 （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总投资
9亿多元、面向老旧居民楼加装需求生
产“积木式”电梯——日前，重庆快科电
梯有限公司投资的电梯生产项目和垂
直交通研究院项目在大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开工，大足电梯产业又迎来一
家重量级企业。

该电梯生产项目占地165亩，是快
科电梯在西部地区最大的电梯生产基
地。项目生产的带钢结构积木式一体
化电梯，可解决老旧住宅加装电梯难
题。该电梯可以像垒积木一样层层叠
加安装，和传统电梯占用空间过大、安
装耗时较长、影响居民出行等不同，快
科生产的带钢结构积木式一体化电梯，
安装更为便捷，耗时大幅缩短，且占地

面积仅为传统电梯的一半。此外，电梯
安装后不影响楼道原有采光，不破坏老
建筑本身的结构。目前，该新型电梯已
在国内多个省市落地推广。

目前，投资落户大足高新区的电梯
及零配件生产项目已有10余个，这些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一个年产值70
亿元以上、年产量5万台电梯扶梯与10
万台套零部件产能的电梯产业集聚区，
占重庆市电梯产业年产能三分之一。

快科电梯西部生产基地在大足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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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在演示机器人焊接技术。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松）4 月 24
日，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现
场推进会在永川召开。会议传达了全
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情况，安排部署了下
一阶段工作。

据了解，我市作为全国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16个试点地区之一，
坚持“高位推动、对标一流、强力统筹、
严格考核”的总体要求和思路，切实减
程序、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加快建
立“五个一”审批体系，取得了较好成
效。目前，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审批用时
压减至50个工作日，一般政府投资项

目减至70个工作日，取消审批事项近
30项，精简申报材料30%以上，正在加
快建设“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
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尽职守、求
真务实，勇于担当、敢于碰硬，把改革
向纵深推进。要坚持以问题导向，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做到问题
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销号，增
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要加快统筹整
合各类规划“一张蓝图”，强力推进并
联审批，全面升级审批系统，切实加强
效能监管，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现场推进会召开

璧山区税务局为方便纳税人实现24小时自助办税，于今年3月初与银行合作，
在银行网点自助区设立了24小时自助办税点，纳税人无论什么时候到银行，都能
立即取票。 记者 龙丹梅 通讯员 曾清龙 摄影报道

24小时办税“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