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县头条 17CHONGQING DAILY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 谭永超 美编 王艺军

月初，南川区人社局举办了一场
主题为“就业扶贫 真情相助”的就业
扶贫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每一家
企业的招工简章上都标注着：优先录
用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人员。

这是南川区“造血式”扶贫的一个
缩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
来，南川区把扶持就业创业作为脱贫增
收的有效手段，通过开展免费技能培
训、开发公益岗位、建立扶贫车间等方
式，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长效增收。

培训一技在手 就业有底气

前几天，峰岩乡峰胜村村民苟开
林天天早上准时出现在村委会会议
室。“参加学习不能迟到，机会难得。”
苟开林说，学习后还要考试，以后他就
能“持证上岗”，有技术出去做事就不
怕没人要了。

苟开林口中的学习，是南川区就
业和人才服务局联合区思翼职业培训
学校在该村举办的“养老护理”培训。

峰胜村是峰岩乡的贫困村，为了
拓宽贫困劳动力就业渠道，该镇根据
当地实际，征求群众意见，向区就业和
人才服务局提出了“养老护理”培训意
愿。培训班开班后，受到了当地群众
的热烈欢迎。

参加学习的35名学员中，有25名
是贫困人员，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学
习机会，上课期间学习纪律非常好。

今年4月，南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
局完成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状
况及就业需求信息采集，建立733名失
业状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68名失
业状态的易地扶贫搬迁人员台账，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截至目前，
该局已经为192名贫困人员开展了创
业培训、中式烹饪、电工焊工、土特产
制作和母婴护理等技能培训，另有86
名贫困人员正在培训当中。

下一步，该局还将搭建乡镇（街
道）和培训机构的训需平台，开展定制
化、订单式就业及技能培训，使更多贫
困户获得一技之长。

提供公益岗位 就近能上班

8月2日，西城街道沿塘社区村民
杨仁莲早早地背上背篓拿着工具上班
去了。“这两天天气热，早点出去把垃
圾捡了，可以早点收工。”

杨仁莲是该社区的建卡贫困户，
今年5月，她成为社区的保洁员，每日
负责捡拾公路上的垃圾，工作区域包
括三个农业小组，每月工资792元。她

的老公早在今年1月份就成了村里的
保洁员。

杨仁莲家里6口人，两位老人年过
八旬，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小
学。8岁的小女儿3年前患急性淋巴白
血病，前前后后花了二三十万元，如今
每两个月就要去医院做检查治疗。老
公几年前在家里摔伤做了两次开颅手
术，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儿。对于这份
工作，夫妻俩如获至宝，十分珍惜。

杨仁莲夫妇的工作，源自于南川
区对公益性岗位的开发。为加大就业
扶贫工作力度，南川区就业和人才服
务局与区林业局、区水利局、区交通局
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利用各自职能开
发生态公益性岗位过渡安置就业困难
贫困人员，切实帮助建卡贫困户劳动
力实现就业。

截至6月底，南川区已安置公益性
岗位人员492人。整个扶贫公益性岗
位开发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
则进行申报、公示、审核，台账清、对象
准、信息明，有力促进了贫困户劳动力
稳定就业。

就业扶贫车间 脱贫有尊严

天气炎热，位于木凉镇的重庆市
南川区云都挂面厂进入了业务淡季，
厂里常常要五六天才开一次生产线。
在这里上班的贫困户张帮友正好在家
里多干些农活儿。

张帮友家住玉岩铺村，家里只有
他和80岁的老母亲，由于身有残疾，被
纳入村里的建卡贫困户。在挂面厂上
了两年多的班，他对负责人丁德钢满
是感激。“淡季一个月上十几天班，旺
季一个月上二十几天，但工资却是一
样拿。”张帮友说，前两年工资每月
1500元，今年已经涨到1800元。张帮
友说，能在厂里上班拿工资养活自己
和母亲，他觉得“直得起腰杆”。

2018年，云都挂面厂的工人中，有
建卡贫困劳动力1人、残疾人7人，占总
就业人数34.7％。今年2月20日，云都
挂面厂通过区人社局、扶贫办验收，被
认定为南川区“就业扶贫示范车间”。

位于西城街道会峰村7组的南川
区高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是区
里的“扶贫示范车间”。

接下来，南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
局还将进一步完善落实吸纳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政策，因地制宜新建或改
扩建一批“扶贫车间”，让更多贫困群
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胡润雪）

南川拓宽贫困群众就业创业渠道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叫
王家大院。要说这王家大院里的老龙
门阵，得从400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开
始说起……”9月的一天，南岸区弹子
石老街的王家大院古戏楼里，老街故事
荟正热闹开讲。

自去年7月开始，南岸区探索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按照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目标，迅速完成了各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挂牌，实现了全区村、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全覆盖，并延
伸至医院、学校、书店以及弹子石老街
王家大院等景点。

线上+线下
打造党建新阵地

年初，王家沱社区党委在游客众多
的“网红”景区——弹子石老街王家大
院建起“弹子石老街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形成了固定的实践场所，配套了完

善的活动设施，进一步突出文明实践功
能。

阵地建好了，如何让群众足不出户
了解活动内容？一方面，社区积极打造
线上新媒体平台，开通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微信公众号，活动前进行预告
宣传，发布活动时间、地点、宣讲主题等
信息，活动后收集文字和图片，推送活
动总结，形成新媒体传播矩阵；另一方
面合力组建线下宣传小分队，配备多名
工作信息员负责联络工作，和辖区各单
位组织沟通，并将每周开展活动的图片
和简报上传至相关自媒体。同时，依托
王家沱社区“帮乐乐”志愿服务社、王家
沱社区社工室、公益站等品牌项目，成
立宣传小分队，整合弹子石老街文化活
动公共服务资源，深入群众宣传建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意义。

截至目前，通过自媒体、掌新南岸
App、微信公众号、志愿小队宣传等方
式，发布宣传文稿 56 篇，转发量达
9500余次，阅读量达25100余次，从原
来零的基础上，从无到有地提升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知晓率和覆盖面。

“1+6+N”宣讲队
文明实践深入人心

何谓“1+6+N”宣讲队伍？“1”即街

道宣讲团，主要由街道班子成员11人
组成；“6”即“六进”宣讲分队，主要由
街道6个科室和离退休干部的骨干宣
讲成员组成；“N”即多支基层宣讲队
伍，各社区结合工作实际和群众需求，
组织社区干部和长期活跃在群众身边
的“能人”“名嘴”等组成基层宣讲队伍。

“1+6+N”宣讲队伍中的成员来自
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各有特
点、互有所长，通过结合自身工作生活
实际，用自己最擅长、最可行的方式开
展宣讲，最大限度地确保宣讲效果。

有了一支“接地气”的宣讲队伍，如
何确保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能领
会？成员们以王家大院为据点，深入小
区院坝、居民聚集点，围绕基层群众普
遍关心的内容，以切身感受讲述改革开
放40年来亲身经历的大的变化、小的
变化、身边变化，讲述“三生三宜”品质
城市建设以来的市容环境变化。每名
宣讲员的宣讲既原汁原味又生动活泼，
让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作为“老街故事荟”成员
单位，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积极做好
承办工作，确保每周六下午的活动高质
量高品质完成。截至目前，共举办“我
们的节日”等文明实践活动12场，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精神，受到现场观众们
的一致喜爱和赞誉。

“社工+志愿者”
让活动有温度

今年5月29日，“爱汇聚、善同行”
公益主题活动在弹子石老街举行。活
动现场，街道、社工组织、银行、出版集
团、房地产公司、学校、医院、派出所、商
户等24家单位，共同成立了弹子石爱
心公益联盟，以实现公益事业规范化、
常态化、可持续。

为让“文明实践”活动有温度，社区
党委还联合重庆即善社工服务中心、周
幺婶志愿者服务中心、周幺妹青年志愿
者队等街道本土社会组织，围绕安全保
障、助残帮扶、邻里守望、文明劝导等近
20个服务内容，向辖区居民提供“需求
式服务”，依托弹子石老街常态化开展，
受众近万余人。

此外，社区服务群众工作小组在每
周四以“志愿者+App”工作模式常态
化开展“全民动手、美化家园”系列活动
24次，积极组织辖区各单位、党员代
表、群众志愿者等200余人对辖区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居民小区的环境
卫生进行了广泛、彻底的整治。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杨雪婷）

古戏楼开讲新故事南岸区

“ 9 月 22 日，继金科集美杯·
全国首届儿童合唱节后，金科博
翠杯·万人跑步赛在重庆奥体中
心激情启幕。

本次跑步赛，金科博翠系携
全国 8 座城市近万名跑者共同
参与。跑步赛中，一个个坚定向
前、不断奔跑的身姿，汇聚成一
股股积极向上的力量，引领着参
赛者们为美好生活不断向前。

金科博翠杯·万人跑步赛在渝开跑

为美好生活奔跑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
70年来，无数追梦人在不同的行

业中，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
不懈努力，为美好生活奔跑。中国在
美好发展的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民
族企业的长足发展，金科就是重要的
参与者与建设者之一。

9月22日，金科博翠杯·万人跑步
赛重庆赛区在重庆奥体中心正式拉开
帷幕。区别于以往其他形式的跑步
赛，活动当天，金科号召身处各行各业
的人们共同用奔跑的方式，为伟大的
祖国喝彩。

据悉，本次跑步赛除了在重庆上
演，同步在南昌、长沙、遵义、天津、广
州、南宁、苏州7个城市举行。全国8
座城市近万名参与者同时用奔跑的方
式感受城市之美，感受祖国日新月异
的变化，感受向善向上的力量。

本次跑步赛选在重庆十大公益性
项目之一、代表重庆全民健身热潮新
象征和标志性建筑的重庆奥体中心举
行，让全民不分年龄、不分运动水平高
低均可参与。

跑步赛现场，参与跑步的王先生
有感而发：“在祖国前进的道路上，每
个人都是向上的力量，是祖国繁荣昌
盛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现场，深
切地感受到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未
来的期许、对民族的自信，相信祖国的
未来将更加繁荣和昌盛。”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邀请
到了中国国家田径队队员、亚洲飞人

苏炳添共同为祖国奔跑、为祖国加油。

与城市一同向前

作为本次八城联动的重要城市之
一，重庆作为金科跑步赛的起点之城，
对于金科的意义更加不凡。

1998年，从重庆开启奔跑原点的
金科，历经21年的不断奋斗，已经成
长为一个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全国性
企业，不断参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立足重庆，不忘根魂。作为金科
大本营的重庆，一向是金科集团战略
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深耕重庆21
年，金科持续看好重庆的城市价值，在
重庆多项目布局，打造出中华坊、东方
王榭、九曲河等一系列标杆项目，推动
重庆人居向前发展，同时也为重庆的
城市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目前，金科在重庆范围内已经拥
有超过80个项目在开发运营，进驻区

县30余个，数万个重庆家庭选择金
科。

以民生地产为基石的同时，金科
集团把创新的触角不断延伸。

商业发展上，金科坚持社区商业
差异化发展战略，发布美邻街、美邻
汇、美邻广场3条社区商业产品线，有
效地实现场景化、互动性、便利性的新
社区商业产品模式，积极引导社区居
民畅享精致时尚的生活新方式，其中
金科天元道的“美邻汇”正是代表项目
之一。

民生服务上，金科服务不断深耕
社区品质服务，以智慧社区建设为核
心，通过“好服务+好邻里+好生活”的
社区建设模式，为业主提供更美好的
生活方式。

深耕重庆不动摇的背后，是金科
与重庆的血脉相融。重庆为金科发展
提供了生长的养分，金科又助推了重
庆的城市发展，并在2018年成为重庆

首家千亿级民营企业，于此开启了新
征程，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让居住重回东方美学

在金科看来，建筑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一部建筑史就是
一次美的历程。

金科对东方文化的执着由来已
久，从早期的中华坊、东方王榭、东方
雅郡到现在的金科·天元道、金科·九
曲河，金科一直在坚持东方居住文化
的传承与表达。

近年来，金科不断创新产品和服
务，站在“美好生活服务商”高度之上，
不断升级建筑与生活、城市、文化更深
厚的关联。

2018年，金科在全国完成了“三
圈一带”的战略布局，推出了“三系一
核”的住宅产品战略，以“东方人居”为
核，构建了“琼华系”“博翠系”和“集美

系”三大全新产品系，让东方文化异彩
大放。

此次独家冠名的金科博翠系，以
东方人居的当代复兴为己任，将“生命
建筑”作为产品内核，坚持金科产品研
发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坚持博翠
系的14条产品法则，研磨人居生活的
空间场景，围绕美好生活五大体系，构
筑十八大系统，做好100个基础产品
细节，旨在传承现代东方文化和建筑
美学风格。

此外，金科将健康的理念通过四
大系统融入到生活的每个场景，去关
照居者的生命状态，进而从健康出发，
深入探索东方文化中建筑与生命的和
谐之美。此次冠名万人跑步赛，在为
祖国加油的同时，更是倡导每个人都
能以一种更健康的状态，去创造生命
精彩的美好生活。

目前，金科博翠系已落子重庆、成
都、广州、杭州等多座城市，重庆已经
布局有金科·博翠山、金科·博翠园、金
科·博翠藏山等多个项目。

一个是关注居民健康，以构建全
新健康家庭关系和美好和谐生活社区
为己任的金科博翠系，一个是代表全
民健身热潮最具代表性的运动之一，
金科博翠与跑步赛的结合似乎浑然天
成。

方媛 图片由金科地产提供

参赛者们为祖国奔跑

金科博翠杯·万人跑步赛现场

9月20日，在黔江区体育馆，参赛代
表队在展示土家摆手舞。当天，市老年
人体育健身创新项目（少数民族项目）
展示活动在黔江区举行。来自全市的
30 支代表队参加展演，展演摆手舞、打
连厢、踩花山、舞龙等土家族、苗族体育
项目。

特约摄影 杨敏

市老年人体育健身
创新项目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