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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7月19日凌晨2∶00，合川某小区，
熊波还在电脑前忙碌着。有一个外卖
订单超时10多分钟还没送到，被客户
投诉到后台，熊波立即给骑手打电话协
调处理。

疫情发生后，夜间外卖订单增多，
深夜工作就成了熊波的常态。对此，他
并不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正是因
为这份吃苦耐劳，他在外卖行业干了4
年多，从骑手升到站长，现已在合川城
区结了婚，买了房。

“我以前四处打工居无定所，现在
能够凭自己的劳动在城里安家，我觉得
很幸福。”熊波说。

出生农村
技校毕业后辗转多地打工

今年36岁的熊波，老家位于万盛
经开区金桥镇南木村。这是一个位置
偏僻、海拔较高的村子，离万盛城区约
18公里，村民常年以种玉米、水稻等为
生。和许多村民一样，熊波小时候的家
境并不富裕。

初中毕业后，熊波选择了技校。“保
安专业，3个月拿上岗证，我有1.73米，
个头也还行。”3个月后，熊波便在重庆
主城一个单位当上了保安。

干了一年多，有了一定积蓄，对读
书充满向往的熊波又选择去读中专，学
计算机专业。

然而毕业后，熊波并没有从事本专
业工作，而是辗转在成都、广西等地打
工，还回老家务农一年，之后又买了辆
货车跑货运。

“来来回回折腾，换了多个职业，每
个月收入都没超过3000元。”熊波回忆

多年的漂泊，他特别渴望能有份安定的
工作，在城里能有个自己的家。

做外卖骑手
被称为合川城区“活地图”

转机发生在2016年。
当时，某电商平台进驻合川，正在

招募骑手，看好外卖前景的熊波立马报
了名。

该电商合川站成立初期有7名骑
手，不怕吃苦的熊波被称为“最远订单
专业户”。“当时是手工派单，大家不要
的单，就是我的。”熊波回忆说，“合川城
区分为城南、城北，时常在城区最南端
接到一个最北边的单，最远距离13公
里，一趟要20-30分钟。”

超时了怎么办？“一般会跟客户提

前协商，到了再解释。”熊波说。
骑手辛苦，众人皆知。由于站点初

创，人员流动性大，熊波工作强度更大，
周末无休、晚上送餐是常态。那时，熊
波一天最多跑50单，有时一早上班，下
午四点还没吃上一顿饭。

辛苦换来了认可。公司按服务质
量和单量对骑手进行考核，熊波获评

“服务标兵”。由于经常在一线送餐，对
合川的每一个街巷都十分熟悉，熊波也
被同事称为合川城区“活地图”。

当上站长
在城里结了婚买了房

在熊波等骑手的努力下，经过一年
时间运营，该电商平台合川站异军突
起，到2017年5月合作商家达100家，

每天订单量超过1000单。
此时，一个站点已经无法满足消费

者及时送餐需求。该平台合川站一分
为三——分设合川站、合川2站、合川3
站，一贯表现优异的熊波成为合川2站
站长。

和做骑手不同，当上站长后，熊波
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看数据和做好外卖
环节中的各项沟通，管好骑手。“是否
退单，骑手在哪里，超时没有，评价如
何……这些数据在后台清清楚楚。”熊
波要做的就是处理异常订单，一旦出
现退单，他马上要和商家、骑手、消费
者联系，问清原因、解决问题。

“站长工作考验的是责任心。”熊波
认为，做好管理工作，核心是要对公司、
对骑手、对商家、对消费者负责。

目前，熊波管理了67名骑手。经
过3年多时间努力，他所管理的合川2
站，多次在单量和服务质量指标上获评
五星站点。

“妻子也是公司同事，我们俩五险
一金齐全，每月各自能拿到6000-7000
元工资，还买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算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面对记者，
熊波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对于未来，夫妻俩也满怀憧憬：
“疫情过后，外卖生意更红火，几年下
来工作也得心应手了，继续好好干
吧。”

外卖骑手“跑”出幸福好生活
——农村小伙熊波靠吃苦耐劳在城里置业安家

如今，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各色骑
手，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新职业群体，
他们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
解决了自身就业，推动了电商等新零售
的发展。

饿了么曾发布数据显示：77%的骑
手来自农村，全职骑手收入普遍超过全
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薪资，

“单王”骑手最高月入三万；“外卖小哥”
成百万小镇青年立足大城市的“第一份
工作”。

事实上，骑手只是我市各种新职业
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阿里巴巴、腾讯、京
东、美团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加速入渝，
线上消费迎来爆发。随之带来的，则是

各种新职业的涌现。
比如，作为全国菜鸟驿站第一城，

重庆目前有菜鸟驿站近 2800 家，提供
了至少6000个就业岗位。再如直播带
货，中国人民大学的最新数据测算显
示，仅淘宝直播，过去一年就带动重庆
就业12.8万人。除了大众熟知的主播，
重庆还出现了助播、选品、脚本策划、运
营、场控等多种新职业。

各种新职业的涌现，也让更多人生
活越来越好，稳步步入小康。

新职业让更多人步入小康

记者手记>>>

7月28日，渝中区
朝天门，多名环卫工
人合力握持高压水管
冲刷地上淤泥。长江
2020 年第三号洪水平
稳过境主城后，留下
淤泥。当日，重庆市
主城区气温较高，环
卫工人在烈日骄阳下
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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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政府”App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前不
久，我在手机上通过‘渝快办’App申
请电力增容，没想到第三天便处理好
了。”7月28日，渝北区新南路窈窕江
湖小酒馆老板唐博，为“渝快办”政务服
务平台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共同推
出的线上办电新举措点赞。

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营销部（客
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云莹介绍，电力
公司为提高用户办电满意度，积极拓展
线上办电渠道。目前，除了网上国网
App以外，客户还可以在“渝快办”移
动端上提交用电申请，实现简单业务

“一次都不跑”，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市民通过“渝快办”线上办理用电

业务，低压小微企业可享受“零上门、零
审批、零投资”的“三零”服务：零上门，
即用户通过“渝快办”平台申请用电，办
电轻松不用跑；零审批，电力接入外线
工程的行政审批手续由供电企业办理，
用户不用管；零投资，即160kW（kVA）
及以下电力接入外线投资免费，客户用
电接入不花钱。

网上办电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如
何办理呢？市民在“渝快办”移动端首
页，找到“生活服务”栏目中的“线上办
电”，办理个人新装业务，点击“个人新
装”，上传产权证明和身份证明照片，填

写所在地区与详细地址、产权人或经办
人信息，点击提交就可完成申请。

办理低压小微企业新装和增容业
务，点击“低压小微企业新装”或“低压
小微企业增容”，根据提示，定位装表位
置，上传企业主体证明、产权证明、身份
证明即可完成申请。

有效身份证明包括：居民身份证、
户口本、军官证或士兵证，或其他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如用电人委托他人办
理业务，还需提供用电人的授权办理书
和有效身份证明。

用电地址权属证明包括：房屋产权
所有证（或购房合同）或土地使用证、租
赁协议（含出租方房屋产权证明或土地
使用证）等。

市政府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将实现办
电客户身份证明、物业权属证明、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文件等信息在线核验
和共享，实现线上办电“零材料”，让企
业和群众办事更加顺心。

用“渝快办”网上办电
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

提高含金量 打造升级版

南川环金佛山旅游开启跃升之旅
上山公路线路优化、上山索道改

造即将启动、多个旅游产品全面提档
升级……近段时间，南川金佛山文旅
发展喜事不断，一项项颇具革新性的
景区设施提档升级，让大家对金佛山
未来的发展满是期待。

“今后，市民可以1小时从主城上
金佛山，旅游体验会更好。”南川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发挥好金佛
山的示范引领作用，提高含金量、打造
升级版，推动南川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建设景城乡一体化全域旅游示范
区目标，目前，金佛山片区多个提档升
级项目上马，全面开启了金佛山旅游
的跃升之旅。

完善交通
“快进”“慢游”“畅行”格局初显

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国
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9项
国家级桂冠。目前，南川正着力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
源保护利用好，大力发展特色文旅产
品，推动观光旅游向康养旅游、体验旅
游、深度旅游拓展，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切实把生态人文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首先完善

交通等基础设施。”南川区交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过去，金佛山主要是从北
坡和西坡进入，不仅线路较为单一，有
限的交通承载量也制约了金佛山旅游
的快速发展。

为此，南川区充分发挥交通的支
撑作用，全力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加
快形成金佛山景区“快进”“慢游”“畅
行”交通格局，加快构建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建设“一日生活圈”“1小时通勤
圈”。

大交通方面，目前，区内高速公路
已建成渝湘高速、南万高速、南涪高
速、南道高速，好消息是南两高速将在
8月具备通车条件，主城至南川时间
将再度缩短。同时，渝湘高速扩能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西环高速将在年内
开工，万正高速及其支线合大高速已
经纳入全市规划，并将在年内完成招
商。加上渝湘高铁已开工建设。南川

“快进”的大交通格局逐步实现。
未来，渝湘高铁南川段建成通车

后，以重庆东站为起点至南川城区，车
程15分钟；渝湘高速复线建成通车
后，以内环高速江南立交为起点至南
川城区，平均车程47分钟。市民以绕
城高速忠兴互通为起点至南川城区，
平均车程38分钟；乘坐市域铁路，以
重庆东站为起点至南川城区平均车程

半小时。
在内部环金佛山路网方面，为确

保游客“慢游”“畅行”体验，现有通往
金佛山西坡的天马路提档升级已基本
完成；金佛山北坡将新建一条高等级
旅游公路，直通海拔1200米左右的仙
女洞；南坡道路方面，三汇至金山湖的
黄泥垭隧道已贯通，今后，市民可通过
该隧道至头渡镇的上山公路，直达金
佛山南门。

同时，南川区还在完善大金佛山
片区交通的互联互通，金佛山北门至
山王坪的旅游公路已纳入规划；水江
至乐村片区道路已启动建设；南川城
区至金佛山的景城大道正在加快建设
中。

“到明年，环金佛山路网提升改
造将基本完成，全面提升金佛山交通
互联互通水平，为南川金佛山片区旅
游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负责人
说。

景区提质
金佛山核心旅游项目提档升级

除了道路交通的全面改善外，金
佛山旅游的跃升还体现在各类旅游产
品的改善上。南川区惠农文旅集团就
对金佛山北坡的多个项目进行了提档
升级。

“我们按照《金佛山旅游总体规
划》，对已不适宜景区发展现状的旅游
产品进行了提档升级。”惠农文旅集团
一项目负责人聂禹仲介绍，首先是北
坡索道的改造提升。

目前，惠农文旅集团已开始着力
新建一条高等级旅游公路，并对索道
进行全面升级，下站将移至半山，与新
建道路形成换乘枢纽，让游客上山更
加的快捷和舒适。

原有的金佛山假日酒店，也在进
行全面升级，一改原有的普通酒店装
修，将150间客房改为120间多类型
套房，更偏向于家庭度假房，游客可在
酒店泡汤池看雪景，景区还将建设房
车和帐篷露营区，让游客体验不一样
的假期。

“此外，大家熟知的滑雪场也将华
丽变装。”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惠农文
旅集团正在采购以色列的高温制雪设
备，未来，滑雪场的使用时间将延长到
5个月，从11月到第二年3月，游客都
可以前往滑雪场游玩，滑雪场地也会
进行改造，新增一条初级赛道、一条中
级赛道，开设咖啡吧、热饮吧，新增滑
草、飞拉达等项目，真正让游客能玩得
尽兴。

原有的古佛洞也将“变脸”，目前，
惠农文旅集团正在寻找合作团队，利
用洞内空间优势，采用全息、3D等技

术，打造沉浸式的演绎节目，让游客享
受一场文化大餐和感官盛宴。

川渝合作
打造青城山、金佛山“最佳拍档”

5月28日-30日，南川区和都江
堰市同时启动，并圆满完成“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自由行”互动首发活动；6月
8日，南川区和都江堰市两地文创产
品、旅游商品互推，景区LED互宣等
达成合作，南川文创产品、旅游商品入
住都江堰市主要景区；南川区文化旅
游委与广元市文广旅游局就文化旅游
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广安小平故
居和金佛山景区达成初步合作意愿
……

“瞄准‘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目标，我们全面加强了其他旅游景
区的协同合作力度。”南川区文旅委负
责人表示，当前，借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东风，南川区正依托自身
独特的区位、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
势，加强与四川在大健康产业、康养综
合体、景区管理、文旅合作等领域的深
入合作，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

“我们与都江堰市在文旅先行、
游客互推、联动营销等领域深度合
作。”该负责人介绍，根据双方共同签

署的《金佛山景区与青城山—都江堰
景区战略合作协议》，都江堰“青城
山”和南川“金佛山”将组成川渝“最
佳拍档”，通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自
由行”活动，以自驾游模式启动游客
互送首发，实现双城经济圈文化旅游
市场同推同享，推动南川走向世界，
让世界走进南川。为此，金佛山景区
拿出1万张景区门票免费向四川游
客公开派发。

同时，双方携手开展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等地宣传营销活动，利用各
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酒店民宿等宣
传载体，宣传双方景区、推广特色产
品；联合举办或轮值方式开展系列有
影响力的论坛活动，如“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金佛山论坛；推动和乐山市的合
作，以佛文化为主题，充分发挥双方佛
文化深厚底蕴，共同发起组建成渝地
区世界遗产联盟的号召，打造世界遗
产走廊。

此外，南川区还与四川省大健康
产业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南川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成都
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初步达成医联体
建设战略合作意向。与成都中医药大
学达成合作，拓展南川区中医诊疗模
式，助力南川打造生态康养产业集聚
区。

王静 刘廷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唐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在此决胜全面小
康、迈向新的征程的重要时点，万州区
在全区推进城乡“双亮”活动，亮高质
量发展成果，亮高品质生活美景，全区
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启动“双评”活动，
评服务效能，评营商环境，助力城市高
质量发展。

7月27日，记者走进万州区太白
街道孙家书房社区四方院小区文化街，
抗战文化墙、巴渝居民板壁墙画、古风
校园时光画等为这里增添了浓厚的文
化韵味，不少市民在打卡拍照。

“看镜头，摆个姿势。”当天，在小区
住了30多年的居民刘兴美热情地带着
朋友参观文化街，“现在我们小区整得
漂亮了，随便啷个拍都好看。”

刘兴美说，四方院小区位于万州城
区中心，依坡地而建，文化街曾是一条
狭窄幽暗的小路，横亘在小区里，连通
小区两头，一到雨天就道路湿滑。小区
内脏乱破旧，随处可见断壁残垣。小区
临街方向，一排违法搭建的铺面长期占
用人行道，行人通行非常不便。

今年4月，街道在收集群众建议
时，刘兴美和邻居们把这些情况反映上
去，有关方面随即启动了对该小区的整
治。一方面，发动党员入户宣传，劝说

临街商户搬离，并承诺帮助解决积压商
品销路问题。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小区
内环境整治，铺设青石地砖，修葺围墙，
补种花草，更换路灯。

党员干部带头，群众齐心参与。短
短两个月，四方院便展现出全新面貌：
临街违建全部拆除，小区环境焕然一
新，增添了许多网红打卡点。

孙家书房社区党委书记王芬说，四
方院改造只是该社区推进“双亮”的第
一步。接下来，社区将广泛征求居民建
议，聚焦薄弱环节，以“双亮”为契机，由
点带面持续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在“双亮”
活动中，太安镇河堰村张家湾院子、五
桥街道龚家老屋院子、太龙镇大田社
区松林湾院子等，在保留农村民居整
体风貌的基础上，实施整治亮化，充分
彰显自然风景之美、农耕文化之美、庭
院生活之美。牌楼街道太平社区和谐
园、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廉租房小区
等“无人管”小区，通过党建引领推动
居民自治，变成和谐新家园。伴神酿
造有限公司、万州渝东二手机动车交
易市场、重庆维泰义齿有限公司等在
当地党委政府“一对一”贴心服务指导
下，渡过疫情难关，有序恢复生产，经
济效益持续提升……

“通过开展活动，干部作风更实
了，城乡面貌更新了，推动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特色产业、居住环境等硬件环
境提档升级，科学管理、社会治安、村
风民风、思想道德等软件环境日新月
异。”万州区发改委主任乔乾麟说，接
下来该区将以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推动万州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把“双亮”“双评”活动不断引
向深入。

“小区整得漂亮了，随便啷个拍都好看”
万州“双亮”“双评”活动让城市气质更佳服务效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