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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驻村工作队办起家长学校
丰都

■“我们做家长的，现在和孩子之间最缺少的就是
沟通，学习了这些课程，终于知道在面对孩子青春期时，
该怎么做了！”8月28日，刚刚参加完家长学校培训的丰
都县虎威镇中学学生黄贺的母亲贺玲花发出感慨。

■开办家长学校，从家庭教育入手，帮助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虎威镇大溪村驻村工作队的教育扶贫，让家
长和孩子们有了明显变化。

办起家长学校

2018年8月，虎威镇大溪村驻村
工作队进驻大溪村，在进行一个月的
走访之后，队员们发现村里留守老
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三留守”比
例较大，而家长们知识水平有限，对
孩子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途径和手
段。

“全村65个3到17岁的孩子，有
22个是祖父母带大的，因为父母都在
外务工。很多家长思想观念落后，还有
很多孩子无人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无
法管。队员们形成共识，教育扶贫也特
别重要，毕竟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治本之策。”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胡
晓飞说。

“教育扶贫要从孩子的父母做起。
家长学会了正确的教育方法，才能够正
确地引导孩子。”驻村队员秦家雄提出
了具体的实施方向。按照这种想法，不
是孩子们进课堂，而是家长进课堂受教
育。

2018年 10月 25日，滨江中学家
长学校大溪村分校成立，为家长们进行
一些教育方法和策略的培训，让他们成
为一名合格家长。

精心设计课程

为了写出符合农村家庭教育的课
程，驻村工作队入户向村民征集建议，
查阅各种资料和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
制定出家庭教学计划。课程涉及团队
精神、诚实、自强自立、责任感、培养健
康的自信、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正确
对待挫折、发现学习中的乐趣、培养健
康的道德品质等各个方面。

“我们家长学校共十六讲，主要是
向家长宣传法律法规、脱贫攻坚政策、
教育法规以及教育改革的一些精神。
我们也会考察家长与孩子共同进步情

况，同时，采取多种形式，丰富家长学校
活动，建立微信群，畅通交流渠道，了解
授课情况。”兼任家长学校副校长的胡
小飞说道。

目前，第一届学员有34名家长，已
经进行了六次培训，通过讲座、实践、引
领，大部分家长对于教育的观念和意
识，开始发生转变。

家庭教育有起色

“刚开始我对驻村工作队不太信
任，认为这种培训浪费劳动时间，而且
没有实际效果。队员一次次上门，给我
做思想教育工作，我才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来上课的。”七年级学生朗峰的家长
余小兰，对家长学校从抵触已经变成了
完全认可。“朗峰平时比较懒惰，不求上
进，原来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育。自
从用了老师教的方法，现在孩子变化特
别大，主动洗衣服、洗碗，也更阳光了，
还立志要成为一名警察。”

“孩子小的时候我过年回来，给他
买东西，他才叫一声妈妈，现在越来越
大了，看到我们回来，根本不理我，无论
我们给他买东西还是给钱，仍然不理，
而且性格很内向，不愿与人多交流，学
习习惯和生活习惯都很差。”贺玲花因
为常年在外务工，孩子黄贺由爷爷奶奶
养大，对父母产生了抵触情绪。在秦家
雄的建议和帮助下，贺玲花尝试改变跟
儿子的沟通方式，原先如同冰山的黄贺
慢慢跟她有交流了，让贺玲花欣喜不
已。

“村民对现代教育方法知之甚少，
很多家长对于如何教育孩子根本不了
解，要么溺爱，要么暴力，不利于孩子
身心的健康发展。”秦家雄说，家长学
校开办以后，家长和孩子们的变化都
很明显，看来驻村工作队的这一步走
对了。

（丰都县融媒体中心 蒋炎均）

“现在去健个身，真的是方便多了，
出门少则几分钟、多则十来分钟，准能
找到锻炼的场地和设施，任你舒展筋骨
出出汗。”8月30日晚，在高笋塘广场
跳坝坝舞的张楠芳大妈由衷点赞道。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
育健身需求，近三年来，万州区累计投
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达1430万
元，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加快形成城区、镇乡街道、村（社
区）全民健身网络体系。如今，已初步
建成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为全民
健身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此外，截至目前万州区学校塑胶跑
道建设累计达157块，“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实现全覆盖。在镇乡街道建成健身
广场11个、登山步道8条，建成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443个、社区体育健身工程193
个，并先后建成奥林苑健身中心、太白岩
健身中心和天城市民健身中心。

同时，城区公益性健身设施不断完
善，相继建成17个社区健身示范点。
每年购置100套健身器材进村社，督促
有关镇乡街道建立使用和管理工作责
任制，有效提高了体育设施的使用效
率，夯实了全民健身基础设施。

加强公共体育场馆运行管理，统筹
协调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分时段免费或
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每周免费开放时间
达到35小时以上，有力保障了广大群
众的健身需要，提高了市民健康水平。

下一步，万州区将着力加大场地设
施供给，让群众健身更方便、更多元、更
丰富。

一方面，巩固城市社区15分钟健
身圈。继续建设和完善区级体育场馆，
不断提高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水平，
开工建设江南体育健身中心、樱花体育
公园，完成体育场外场改扩建，更换维

护城市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持续推进城
市社区健身示范点建设，加强城市社区
全民健身设施配套。

另一方面，加快镇乡全民健身设施建
设。大力兴建镇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
身步道、登山步道、文体广场、全民健身户
外活动营地等场地设施，结合文体中心
户建设，在村（社区）完善各级健身站点，
构建便民便利的健身服务体系，并每年
为镇乡配送100套全民健身设施。

在此基础上，充分有效整合利用各
种资源，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和中小型体育场馆有条件、分时段免费
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支持鼓励相关单
位和镇乡街道利用闲置校区、老旧社区
建设一批能满足群众基本健身需求的
场地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广泛开展。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解书睿）

万州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初步形成

“青菜叶子、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
圾，应该倒在绿色垃圾桶里。”将餐厨
垃圾倒进门口的绿色垃圾桶里，已经
成为关坝镇凉风村村民罗建军的习惯

性动作。凉风村2017年被列为全国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已全面完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工
作。

凉风村党委书记李明会介绍，目
前，该村与所有村民签订协议，设置

“清洁户奖”“五好星文明户”，以发
放日用品、颁发证书、现金奖励等形

式，鼓励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现在近九成村民都能自觉对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全村垃圾转运量减少
了1/3。

自2018年以来，万盛区共投入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经费860万余元，建立
健全了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三
级回收网点”，即村级布设固定或流动
回收站点，镇级设小型固定回收站，区
级设大中型回收站。目前，万盛已建
成16座镇级垃圾中转站、1个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场，全区农村垃圾分类的
镇覆盖率、行政村覆盖率，均达到达
100%。

据万盛区城管局市容科副科长陈
益介绍，生活垃圾完成“户分类”后，在
运输、处置等环节，同样是分开进行
的。另外，万盛区有一个日处理量达
210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采用了
卫生填埋处理工艺，即用生物制剂除
臭、灭蝇、抑菌，然后用HDPE膜覆盖
进行雨污分流，减少渗滤液的产生，降
低环境污染。

正处于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初级阶
段的万盛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生活
垃圾源头分类的精细化、运输的合理
化及处理的科技化，让绿色生活理念
深入人心。

（万盛区融媒体中心 刘亚兰）

万盛 农村垃圾分类实现镇村全覆盖

■如何让市民自
觉自愿分类处置垃
圾，如何真正做到垃
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

■作为“全国首
批100个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示范区”之一，万盛经
开区逐步建立起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收运、
处置体系。 石林镇乡村保洁员为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曹永龙 摄

融资难、融资贵对于以创新为特
点、知识产权为核心、短期财务指标不
优的科技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发展瓶
颈。渝北区通过组建担保基金、构建高
效沟通体系，为辖区科技型企业送去了
突破瓶颈的“及时雨”。

解决融资难题

“这笔贷款的发放，真是为我们送
来了‘及时雨’，让我们在科技创新的发
展路上信心倍增。”最近，渝北区一家科
技型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贷款，困扰
公司许久的融资难得到缓解。

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
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渝北
区科技局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推进试
点工作，成立了3亿元的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担保基金，为轻资产科技型企
业及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
融支持。

截至目前，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
革试点范围在渝北区已做到全覆
盖。渝北区科技局通过合作银行，已
累计向81家企业提供贷款1.89亿元，
其中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1.4亿元，
占全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金额的7%，
叠加发放商业贷款4950万元，切实发
挥了科技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
作用。

疏通融资渠道

知识价值难以评价、民营科企授信
额度难以确定、不良贷款背后隐含的问
责风险等，都是银行放贷难的因素。

渝北区科技局除了组建知识价值
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外，还搭建了一
套沟通体系。一方面建立线上聊天群
组，降低贷款双方沟通成本，提升双方
了解信任程度。另一方面组织召开线
下贷款工作推进会，增强区科技局与合
作银行的联系，主动了解沟通银行担心
的问题。

近日上午，渝北区科技局就召开了

一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工
作推进会，与合作银行人员讨论难点，
积极推进建立贷款容错机制、下沉贷款
审批权限、简化贷款流程、深入调研企
业贷款目的、及时跟踪后续使用情况等
工作。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尽快获得贷款，
渝北区科技局保持与银行高效沟通的
频率，及时了解工作推进进程，提高信
用贷规模，有效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
助力科技型企业成长。

科技创新结硕果

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5月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数
千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齐聚重庆，共谋合
作与发展。

在渝北展馆门口旁，放置着几个阀
门。可别小瞧这些阀门，每个里面都装
着一颗智能“芯”。这款由重庆人人阀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压力管理阀，
可配合PGRS无线发送数据，提供各式
压力、流量管理的方案。

“我们这款阀门主要用于城市智能
水务项目，通过压力的智能控制，减少
水管漏水量，从而实现节约用水的目
标。”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萌介绍，整
个过程，无需工人去现场，只需在中控
室，滑动一下鼠标、设置几个数值即可
完成。

这只是渝北智能制造的一个代
表。3D 打印、基因检测、智能机器
人……随着一笔笔资金的注入，渝
北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今年上半年，渝北区培育入库市级
科技型企业218家，总数达1301家，居
全市第一。在今年第一季度重庆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区县“双创”指
数排名中，渝北区以 82.77 分排名第
一，连续11个季度双创指数排名全市
第一。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杨荟琳
任远航）

积极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

渝北为科技企业送去“及时雨”

随着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电子商务和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江津区
电商主体迅猛增加，农产品网上销售成
效显著。据江津区商务委日前公布的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江津区
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5亿元，同比增
长80%。

2日，在重庆芝麻官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芝麻官）生产车
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数十名工人正忙
着包装、搬运产品。近年来，重庆芝麻
官秉承“互联网+用户+创造”的发展
思路，成功从传统休闲食品企业转型
为“互联网+”企业，实现线上线下全
面融合。其中，“芝麻官食品”等名优
特色企业在天猫、京东、1号店等知名
平台开设旗舰店，推行全渠道销售，年
销售额达5000万元。该公司还成立
了芝麻官国际贸易公司，通过跨境电
商这一渠道销售产品，产品平均利润
提升30%以上。

江小白也通过渠道大数据、产品大
数据、用户大数据提供精准分析，实现
销售实时监控、商品防伪溯源、用户精
准画像，年销售额达30亿元。凯扬花
椒、蟆城富硒米等传统农业企业也积极
打造农业种植养殖基地、加工基地与电

商深度结合的创新模式，将江津区特色
农产品销往全国，有效助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电商的突飞猛进发展离不开政府
的支持。近年来，江津区出台一揽子政
策文件，逐步完善电商产业政策促进体
系，并设立1000余万元电商发展专项
资金，大力支持电商发展。

江津区还积极引进知名平台，实
现“借船出海”，先后与阿里巴巴集团、
浙江赶街网等全国知名电商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落地了农村淘宝、“菜
鸟网络县域智慧物流+江津服务中
心”、京东商城中国特色江津馆等一系
列电商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电商
发展。

电商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物流
体系。目前，江津区已经在农村电商产
业园内建成电子商务快递物流中心，入
驻了7家快递企业，每天快递派件5万
余单。今年上半年，全区派件量达
1596.5万件，同比增长66.42%。

接下来，江津区将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补齐电子商务发展短板，推进电子
商务工作提档升级，。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陆海银
谢成银）

江津1至7月电商交易额逾25亿元
8月30日，无人机拍摄的横跨黔

江区阿蓬江大峡谷上的渝湘高速公路
特大桥。

黔江区阿蓬江是一条由东向西的
逆流河，在崇山峻岭中形成喀斯特峡
谷地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近
年来，阿蓬江大峡谷上相继修建了渝
湘高速公路大桥、渝怀铁路大桥、黔恩
高速公路大桥和黔张常铁路大桥，与
周边省市区县串联成四通八达的交通
网，昔日天堑变通途，有力助推了当地
和武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特约摄影 杨敏

高速公路穿峡江

9月3日，綦江区扶欢镇插旗村贫困户黄昌前的稻田里一片热闹，来自区融媒
体中心的20多名志愿者帮着抢天时收稻谷。

通讯员 金玉华 付毅 摄

綦江志愿者为贫困户抢收稻谷

机构名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况虹宇 机构编码：00001050023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芙蓉西路52号2-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芙蓉东路36号
成立时期：2005年07月20日
邮政编码：408500 联系电话：023-7777123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

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