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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苏畅）重庆日报记者5月24日获悉，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与重庆市扶贫开发办
公室日前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在“云端”
签署《川渝扶贫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将聚
焦就业、消费、产业、乡村旅游、健康、教育
等方面，通过川渝扶贫工作互促共进，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扶贫质量，提升贫
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签约仪式上，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局长
降初表示，今后5年是双方巩固脱贫成
果、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时期，双方
扶贫部门将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历史
机遇，扎实推进川渝扶贫领域合作，同唱

“双城记”，共奏“扶贫歌”。
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认为，两地

以重大战略协同为统揽，将扶贫工作纳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框架，为两
地扶贫领域合作增添了新引擎、开启了新

篇章。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合作的重心为就

业、消费、产业、乡村旅游、健康、教育等方
面。其中在就业扶贫方面，两地将携手建

立川渝就业扶贫数据协同机制，加强贫困
劳动力用工信息对接互认，做实“就业需
求、岗位供给”两张清单，促进两地贫困劳
动力稳岗就业，提高就业帮扶精准度。

在消费扶贫方面，将推动川渝两地扶
贫产品和供应商认定；加快两地消费扶贫
专柜、专馆落地，探索在粤浙鲁三省建立
消费扶贫川渝馆；共同推进“万企帮万村”
行动，倡导更多爱心人士“以买代帮”帮助
两地贫困地区农产品实现卖得出、卖得
快、卖得远、卖得好的目标。

在产业扶贫方面，将推动毗邻地区蔬
菜、食用菌、水果、茶叶、中药材、蚕桑等特
色种植业和肉牛、肉羊、兔等特色畜禽及
水产养殖业统筹规划、优化布局，提升扶
贫产业覆盖率，并合理布局、共同培育清
洗、分级、包装、冷藏等一体化的商品化生
产线，避免两地重复投资。同时，以万州
区、开州区、达州市、广安市及潼南区、荣
昌区、遂宁市、巴中市、资阳市、内江市一
体化发展为平台，积极打造川渝产业扶贫
协作试点示范带。

而乡村旅游扶贫方面，亦将坚持“一
体规划、适度规模、连片开发、抱团经营、
共同发展”的建设模式，集中打造“示范
村-示范片-示范区”，形成川渝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吃上“旅游
饭”。此外，联动渝北区、长寿区、垫江县、
梁平区和广安市、邻水县、大竹县等地，共
建川渝东北部生态扶贫示范先行区。

川渝扶贫部门签订合作协议
就业、消费、乡村旅游等将成合作重点领域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21日，
重庆轨道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地铁传
媒有限公司在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

“成渝城市轨道推广联盟”，助力两地城市推
广营销、文旅共建共享、商家品牌互推等。

今后，双方将在项目共建、产品研发、
资源互惠共享等方面深入合作，其中，对

两地城市的推广营销将是重中之重。目
前，两大轨道传媒已计划在重庆、成都的
城市轨道空间推出“钟情成都”“重庆之
约”等活动，以主题列车、轨道视频、主题

活动、轨道票卡、轨道空间摄影展等形式，
营销推广成渝文旅。

重庆轨道传媒负责人介绍，战略协议
签署后，双方将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围

绕川渝两地中心工作，在一些节点上推出
更多服务和产品，服务国家战略。

成都地铁传媒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双
方除了广告资源共享外，将更加重视轨道
空间媒体资源在城市推广营销上的独特
价值，尝试公益广告互换互推，实现互利
共赢。

成渝两地轨道传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日前，市检
察院第一分院辖区嘉陵江流域的江北、沙
坪坝、北碚、渝北、合川、潼南、铜梁7个区
检察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嘉陵江流域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域
协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建立
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

意见确定建立六大协作办案机制，在
联合巡查、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协同
办理案件、开展专项行动、协同生态修复
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细化协作方

式，确保案件办理质效。
根据意见，各协作院将开展跨区域联合

巡江、巡河、巡湖、巡山等巡查活动，及时发
现线索，核查整改治理。当发现其他协作院
辖区内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院。

意见明确，在办理涉及嘉陵江流域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过程

中，需要跨区域调查取证、沟通协调的，各
协作院应当予以支持配合，提供办案便利。

对集中管辖的涉及嘉陵江流域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刑事案件，需要提起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集中管辖院应将线索
及时移送相关院。

各协作院每年度可针对流域污染、破

坏水生物资源、非法占用岸线资源、非法
采砂采矿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行动，实
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办案效果。

同时，各协作院还将依托重庆市检察
机关渔业生态修复司法保护示范基地等修
复基地，组织开展集中增殖放流和补植复
绿活动，形成区域内生态修复齐抓共管。

建立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

重庆七家检察院共护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

本报讯 （记者 杨骏）5月
22 日，两江新区举行“智汇两
江 企业家周末荟”活动。市委
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段成刚出席活动并讲话。

活动现场，中国移动重庆公
司、联想集团、华为重庆代表处、
腾讯集团重庆分公司等企业负责
人围绕两江新区如何打造重庆智
慧之城、礼嘉智慧公园、工业互联
网建言献策。

段成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
与企业家交流互动。他表示，两江
新区紧扣打造重庆智慧之城和内
陆开放门户目标要求，坚持以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打造“云联数
算用”要素集群，努力建设全市“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的重要承载区
和应用示范窗口。企业家们拥有
大智慧、大视野、大格局，实践经验
丰富。希望大家能积极为两江新
区出谋划策、献智献力。

企业家们表示，两江新区拥
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市场前
景广、潜力大。未来，将围绕工业
互联网和礼嘉智慧公园建设，布
局一批智能制造、智慧场景项目，
推进新区智慧社区、智慧商业、智
慧产业布局。

两江新区举行
“智汇两江 企业家周末荟”活动

段成刚出席并讲话

●5月21日、22日，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邓恢林赴巫溪县、奉节
县，督导检查和调研指导防风险护稳
定战疫情各项工作。（记者 周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5月
22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重
庆分院、海尔数字科技（重庆）有限
公司、川崎（重庆）机器人工程有限
公司、重庆川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等四家单位及企业共同发起的智
能装备工业互联网联合创新中心
（以下称创新中心）在我市挂牌成
立，助力更多渝企“上云上平台”。

据介绍，该中心将以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重庆分院提供的
工业大数据为基础，由海尔数字
科技（重庆）公司等3家合作方企
业分别提供工业互联网解决方
案、机器人设备和机电产品，重点
培育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智能
装备+云服务”平台为基础的智

能制造应用。
在服务企业“上云上平台”过

程中，创新中心将对企业生产设
备进行数据采集、监测，以此提升
机器人设备管理、预测性维护能
力，并建立基于云平台的维护保
养标准体系，实现产业“云+端”，
形成“工业互联网+智能装备”产
业服务业态。

“创新中心作为开放式联盟，
将重点围绕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
据、工业云制造和机器人应用等领
域，吸引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智
能装备解决方案供应商、5G技术
及应用场景提供商加入并合作。”
创新中心负责人表示，该中心今
后将通过培育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生态体系，建成工业互联网网
络基础设施和平台，逐步向川渝
两地及西南地区推广工业互联网
平台跨行业、跨领域落地应用。

助力更多渝企“上云上平台”

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联合创新中心成立

全区有就业意愿贫困劳动力全部就业

綦江 多点发力让困难群众端稳就业“饭碗”

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增加就业是最
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
式。但疫情之下，如
何确保就业尤其是贫
困人员就业，成为了
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
关注的话题。

今年以来，綦江
区全力克服疫情影
响，抓紧抓实就业扶
贫工作，多点发力让
贫困劳动力端稳就业
“饭碗”。截至目前，
该区 8714 名有就业
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全
部实现就业，就业扶
贫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返岗
“点对点”精准劳务输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许多贫困群众的工作计划，原来打
算回家过完年就返工的他们不得不因为
疫情而停止脚步。

綦江区东溪镇贫困户文德全就面临
着这种情形。3月，他就职的河南企业
要求返岗，但当时是疫情最紧张时期，客
车停了，文德全哪里走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德全越来越
着急。“当时就只晓得个项目名字，啥
子复工邀请函、健康证明在哪里开完
全不了解，”文德全说，“不光是项目等
我们，我们也离不了工作呀，根本等不
起”。

这个节骨眼上，村里统计务工信息，
文德全从村干部那里获知了綦江区人社
局相关办事人员的信息，他抱着忐忑的
心情，拨通了綦江区人社局返乡创业科
科长王珏的电话。

了解到情况后，王珏马不停蹄地联
系郑州市人社局、郑州市政府办、郑东新
区政府办等部门，获得了管辖该项目的
郑州市住建委联系方式，并向后者详细
介绍有关情况。经查询后，该项目已提
交复工申请，但是还没审批，郑州市住建

委表示正在办理审批程序，第二天即可
完成线上审批程序。

审批流程倒是走完了，但是出行车
辆和复工健康证明咋办？又是綦江区人
社局出面，与项目负责人曹宁进行沟通，
联系运输公司承租出行车辆，办理出行
通行证和健康证明。文德全没有想到的
是，自己拨通电话5天后，他就和工友们
踏上了复工的旅途。

针对农民工外出返岗困难，綦江成立
工作专班，采取包车、专列、专厢等“一站
送达”方式，实现“点对点”精准输出，保障
农民工安全、快捷返岗就业。与此同时，
对有意愿有能力但没有就业渠道的贫困
劳动力，利用手机移动客户端双向发布岗
位信息，并发动帮扶干部进行点对点就业
务工引导，确保这部分群体在基本实现务
工就业。此外，对需要岗位信息、点对点

包车服务、技能培训的群体，逐一定向服
务到人，为他们实现就业务工创造条件。

种种措施，确保了有就业需求的贫
困群众全部走出去。

稳岗
加快扶贫车间开复工

春节过后，因疫情影响，家里的农产
品出现了销售难题，这让綦江区石壕镇
梨园村贫困户丁大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梨园村毗邻贵州省，地处偏僻、经
济落后，村民们大多靠种庄稼和外出务
工维持生计，丁大新也不例外，现在疫情
期间，外出务工遥遥无期，土鸡腊肉的销
售也犯了难，他怎能不急？

关键时刻，当地一间扶贫车间提前复工
复产，为他解了围。这个扶贫车间主要代工

组装手机蓝牙耳机、有线耳机，工序比较简
单，也没有技术门槛，普通村民只需要经过
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操作。“我们优先雇佣
当地贫困户、困难家庭户等有困难的村民，
针对来车间上班的村民进行培训，合格后就
上岗，手工活还是比较简单。”该车间负责人
任学伟介绍，自己一直在广州一家电子产品
加工企业从事销售工作，遇上疫情不能及时
回去上班，于是“急中生智”，让公司将20万
只耳机配件快递到村里，在梨园村组织村民
就地加工，然后再将成品耳机发回公司，工
资则实行计件发放，多劳多得。

“比起原来好多了，我现在在这个车间上
班，一个月基本上有2000多元的收入，最少
的时候都有1000多元，现在的生活有盼头
呀！”丁大新高兴地说。

近段时间来，綦江区通过协助配送防疫
物资、发放产业扶贫贴息贷款等措施，帮助扶

贫企业、扶贫车间等复工复产，充分发挥“产
业+就业”扶贫功能，保障贫困劳动力就业。

受疫情影响，市内务工的需求较上一
年有所增长，綦江准确把握困难群众对就
近就地务工的需求，积极复工未完成的
2019年扶贫项目、开工2020年计划新建
扶贫项目，鼓励支持扶贫车间开工复工，
已复工复产6家就业扶贫示范车间，现在
正在新建10家，带动100多名贫困户就
近就地就业，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拓岗
多点发力打好“组合拳”

綦江区三角镇龙门村贫困户刘必
飞，常年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春节后一
直未返岗。了解到刘必飞家的困难后，
村里为他安排了公益岗位。

无独有偶，在东溪镇三台村，贫困户
张开德也获得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每天
负责清扫、搬运本村的道路垃圾、生活垃
圾，每月有1800元固定薪水，这成为家
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张开
德干得特别卖力。

为了保障部分贫困户生活，拓宽就
业渠道成为了今年以来的一个关键
词。“我们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积极开发
临时性公益岗位，每个贫困村新开发
3-5个、有扶贫任务的非贫困村新开发
1-2个，目前已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2411人，其中建卡贫
困劳动力1211人。”该区人社局负责人
表示。与此同时，通过短信、电话方式
通知贫困劳动力参加岗位招聘会，岗位
推荐率达90%以上；开展“春风行动”线
上招聘月活动，向园区企业推荐贫困劳
动力150人左右；累计向重庆“6+2”重
点电子企业送工贫困劳动力387人次。

该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贫困劳
动力就业、稳岗方面仍面临挑战，但总体
看贫困劳动力就业势头正向好发展，接
下来该区将进一步加强跟踪服务，提升
技能培训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实效性，加
大就地就近就业安置力度，进一步壮大
产业发展规模，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奠定坚实基础。 吴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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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名学员参加綦江区特色职业培训 摄/王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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