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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加试题加试题””

上半年全市贫困劳动力已实上半年全市贫困劳动力已实

现务工就业现务工就业7272..7474万人万人，，较去年底较去年底
增加增加22..7777万人万人

公益性岗位就近安置贫困公益性岗位就近安置贫困
人 口人 口 99..44 万人万人，，较 去 年 底 增 加较 去 年 底 增 加
33..88万人万人

涉贫龙头企业解决贫困人口涉贫龙头企业解决贫困人口
就业就业 11..99万人万人

今年新创办扶贫车间今年新创办扶贫车间 100100家家，，
累计达累计达 337337家家，，吸纳贫困人口就吸纳贫困人口就
业业34423442人人

已开工扶贫项目已开工扶贫项目 1028310283个个，，
开工率开工率9696..55%%，，其中续建项目其中续建项目、、当当
期项目开工率期项目开工率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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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22..22亿元亿元购买“精准脱贫
保”“产业扶贫保”“防贫返贫保”

在 33个个区县、1818个个深度贫困乡
镇、1818个个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衔接试点

B“必答题”

定点攻坚项目资金2323..2525亿元亿元，
实施项目12351235个个，已完工540540个个

百日大会战制定“增强版”政策
措施，未脱贫的22..4444万人万人总体达到
脱贫标准

新增寄宿制学位52425242个个，培育
提升乡村医生32003200余名余名，贫困户农
村危房改造 18111811户户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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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唐岺玲）8月5日，含谷立交改造工
程北连接线正式通车，将减轻中梁山隧
道出城方向的交通压力。作为我市重
要交通枢纽，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80%，预计2021年1月全
部完工。

含谷立交改造工程西起成渝高速，
东止于中梁山隧道西侧，呈东西走向，
包括成渝高速主线拓宽改造、新建南北
连接线、相交主线（即新宏大道）的拓宽
改造、新建10条匝道等工程。全线包
含桥梁19座、人行地下通道5座、人行
天桥2座及现含谷立交的拆除重建，于
2018年3月开工建设。

其中，工程新建南、北连接线全长
3569米。南连接线道路起点与高新大

道相接，终点与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工
程相接；北连接线道路起点与中梁山隧
道扩容改造工程相接，终点接高新大
道。南北连接线均为城市主干道，单向
3车道。本次交通转换为含谷立交第
一次综合交通大转换，在南北连接线和
成渝高速主线拓宽改造建成后，成渝主
线原双向4车道将变为双向12车道，
有效疏导进出中梁山隧道车流，对缓解
含谷立交交通压力起到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含谷立交改造工程A、
B、C、D、F、H、I、J匝道和南北连接线
均已实现通车。作为贯穿主城快速通
道的大动脉，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完工
后，将有效打通主城向西原有交通堵
点，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交通动脉也将
逐步打通。

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北连接线通车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8月 5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协
同创新合作工作推进会在潼南区召
开。会议提出，成渝两地将通过共建
共享师资、课程、专家、实践基地等资
源，实现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工作一体
化发展。

据了解，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
师教育协同创新合作工作开展以来，成
渝两地已初步构建起由两地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分管领导、合作单位主要负责
人、合作单位部门负责人及合作单位联
络员组成的四级联络机制，初步形成资
源汇聚。

接下来，成渝两地将围绕教师教育
协同创新这个大方向，开展共建教师教
育实验区、共建教师发展示范校等教师

教育创新实验。同时，联合申报国家级
项目，联合开展师范生技能大赛、师范
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及教师培训
项目，联合举办教师教育论坛等，定期
发布研究成果。此外，还将设置专门项
目、组建专业团队、构建精准模式，协同
开展脱贫攻坚。

双方还将围绕重庆三峡库区、四川
凉山地区等贫困地区以及两省市毗邻
市县，支持实施一批跨区域教师培养计
划和教师培训项目，有效推动成渝地区
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工作。同时，建设打
造一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
协同创新重要基地，探索形成一批经验
模式，呈现展示一批特色亮点，以品牌
名片引领教师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成渝推进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8月6
日从市经信委获悉，即日起，该委在全
市启动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能力评测，通
过建立统一的智能制造能力评价体系，
提升全市智能制造信息化管理能力，加
快推动工业企业实施智能制造。

据介绍，智能制造能力评测系统
是市经信委联合重庆大学智能制造专

家团队，基于“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
估方法”等国家标准而开发的一套评
估系统。该系统包含离散型制造、流
程型制造两种评估路径，每种路径分
为20个能力子域，将全面体现企业智
能制造能力。同时，通过对区县、行业
的智能制造发展指数分布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全景展现全市智能制造发展

水平。
按照评测标准，参评企业的智能制

造发展指数区间为0-100，分成5个评
价级别，0-20为规划级，20-40为规范
级，40-60 为集成级，60-80 为优化
级，80-100为引领级。其中，规划级
是指企业刚开始实施智能制造，能够进
行智能流程化管理；规范级是指企业采

用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等，对新装备
及业务活动进行改造，实现单一业务
活动数据共享；集成级是指企业对装
备、系统等开展集成，实现跨业务活动
间数据共享；优化级是指企业对人员、
资源、制造流程等进行数据挖掘，通过
形成模型等实现对核心业务活动的精
准预测优化；引领级是指企业基于智能
模型，可以持续驱动业务活动优化创
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新的制造和
商业方式。

我市启动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能力评测

8月6日，合川区官渡镇梭子村3
组，人们正在撒网捕鱼。该村利用现
有资源，积极发展生态养鱼，壮大集体
经济。今年初，村集体合作社租赁鱼
塘7公顷，投入鱼苗7500公斤，预计今
年可出塘商品鱼3.5万公斤。

近年来，合川区以基层党组织建
设为抓手，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全力消除“空壳村”。目前，全区 322
个行政村已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能
增收。

通讯员 李文静 摄/视觉重庆

合川：

壮大集体经济
消除“空壳村”

你笑起来真好看
——决战脱贫攻坚看西部

□本报记者 周雨 实习生 李敏 黄甜

8月6日，位于永川高新区三教产
业园的帝王洁具智能卫浴生产项目一
期第一条生产线正式点火投产。记者
从现场获悉，为推动该项目如期顺利投
产，当地政府搬掉两个“拦路虎”，营造
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00天迁改一条220千伏
高压输电线

该区搬掉的第一个“拦路虎”，是一
条220千伏高压输电线。

据了解，永川帝王洁具智能卫浴生
产项目由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为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该公司总部位于四川成都，是我国第一
批A股上市的综合卫浴企业。截至
2019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70 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5.7亿元。

2018年7月20日，帝欧家居与永
川区签署智能卫浴生产项目投资协议，
项目占地428亩，总投资约8亿元。

然而，项目还没启动建设就遇到
“拦路虎”：一条220千伏高压输电线横
跨该公司所选地块，给项目落地造成极
大阻碍。如要进行线路搬迁，按以往经
验来看，一般需要两三年。

为如期给项目提供用地条件，永
川区政府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3
个月时间完成线路迁改工作”的部
署。为此，三教产业园促进中心、三教
镇政府和国家电网永川供电公司分别
成立工作专班，迅速行动，仅用100天
就完成这条高压输电线的迁改工作，
创下我市高压输电线路迁改最快纪
录。

2019年7月10日，永川帝王洁具
智能卫浴生产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免费提供100套公租房
作为隔离场所

今年1月底，帝王洁具永川工厂
一期厂房接近封顶，即将进入设备安
装阶段，又遇到新的“拦路虎”：工厂定
购的窑炉是在湖北黄冈生产的，此时
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窑炉无法运
到永川。

为此，帝王洁具方面积极与窑炉生
产企业联系，决定改从该企业广东佛山
生产基地调货。

窑炉有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运来
的都是零部件，需要在帝王洁具永川工

厂组装，而组装窑炉的技术人员只有黄
冈公司总部才能提供，总共需要六七十
名技术人员。

面对这一难题，永川人社局等相关
部门积极行动，从全区调集了60多名
电气工程师，窑炉生产企业从公司总部
调来10多名技术骨干。最终，他们成
功完成窑炉组装工作。

依照这种模式，永川采取设备制造
企业派驻部分技术人员、本地抽调部分
技术人员的方式，完成了喷釉机器人、
自动注浆机、倍速链、控制系统等设备
的安装。

为防控疫情，三教产业园还免费提
供了100套公租房，作为外来设备安装
人员的隔离场所，并派驻医生每天定时
测量体温。

今年5月15日，帝王洁具永川工
厂一期完成设备安装，6月30日完成
设备调试。接下来，永川环保、消防、住
房和城乡建委等部门派人驻厂，仅用不
到一个月时间，就办完各项审批、验收
手续，为该项目如期点火开工抢回大量
时间。

“永川的营商环境超出
我们预期”

“帝王洁具永川工厂的建设速度超
出我们预期，永川的营商环境超出我们
预期！”在点火投产仪式上，帝王洁具总
裁吴志雄感慨地说，帝王洁具永川工厂
如期顺利投产，进一步坚定了公司投资
永川的信心。

吴志雄说，投资建设永川工厂是公
司作出的最重要战略布局，因为这个工
厂将主要生产一种全新产品：智能马
桶。帝王洁具是全国最大的亚克力洁
具生产商，下属公司产品涉及瓷砖、浴
室柜、淋浴房、五金、衣柜、橱柜等，唯独
没有智能马桶。

而在我国，以智能马桶为主的智能
卫浴，又是卫浴行业最重要的增长点。
目前在日本、韩国，智能马桶的普及率
在 85%以上，我国的普及率还不到
1%，市场空间巨大。

根据规划，帝王洁具永川工厂主要
建设5条智能马桶生产线，建成投产后
预计年产500万件卫浴产品，年产值
40亿元以上，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智能
马桶工厂。其中，现已投产的第一条生
产线设计年产12万件智能马桶，第二
条生产线将于明年5月前投产，年产智
能马桶23万件。

一年搬掉两个“拦路虎”
——永川助力落户川企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8月 6
日，记者从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获
悉，该中心落地重庆一年多来，通过实
施CloudX云智能学院“青云计划”，培
训重庆大学生超6000人，加速重庆数
字经济人才培养和就业。

数字经济产业梯队人才培养，已成
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为
此，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发起成立
CloudX云智能学院、重庆数字经济产
教融合人才发展联盟等。

其中，CloudX云智能学院面向

重庆本地应用型本科院校、中高职
院校的数智化应用相关技术专业方
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及
相关交叉学科学生，开设“青云计划”
课程，通过引入高校讲师以及数字经
济企业高管，为学生提供职场预备培

训和数字经济岗位专业实践，并进一
步通过“双选会”精准匹配人才和企
业。

截至目前，CloudX云智能学院已
有线上平台1个及阿里云AIoT（智联
网）实训基地1个。其中，阿里云AIoT
（智联网）实训基地是阿里云AIoT西
南地区首个产业人才实训基地，面向重
庆市院校及师生开放。

阿里云创新中心加速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疫情汛情脱
贫工作叠加，战疫战洪战贫齐抓。8月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今年
上半年，我市努力答好战疫战洪“加试
题”、剩余贫困“必答题”、脱贫成果“复
习题”，向脱贫攻坚“硬骨头”发起总攻。

答好“加试题”
有效缓解疫情汛情造成的影响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坦言，疫情对
脱贫攻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二
是扶贫产品的销售和产业扶贫受到一
定冲击；三是影响了部分扶贫项目的建
设进度。

“通过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有针
对性的政策措施，我们最大程度化解疫
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和冲击。”该负责
人表示，以就业为例，通过全面摸清全
市贫困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需求，精准
制定帮扶政策，精准开展就业服务，上
半年全市贫困劳动力已实现务工就业
72.74万人，较去年底增加2.77万人；
公益性岗位就近安置贫困人口9.4万
人，较去年底增加3.8万人。

在帮助群众销售产品方面，我市及
时收集发布疫情影响滞销农产品信息，
建立滞销农产品信息推送和直播带货
机制，疫情期间滞销农畜产品全部销
售。在扶贫项目的建设进度方面，所有
涉贫龙头企业于5月底前全部开工复
工，解决贫困人口就业1.9万人；今年
新创办扶贫车间100家，累计达337
家，吸纳贫困人口就业3442人；已开工
扶贫项目10283个，开工率96.5%，其

中续建项目、当期项
目开工率100%。

疫情刚缓，汛情
又来。来自市扶贫
办的数据显示，入汛
以来，全市有扶贫开
发工作任务的33个
区县均不同程度受灾，
涉及1056个贫困村，因
灾造成部分贫困户出现
饮水安全问题和住房安
全问题，已全部及时妥善
解决。我市还将 3户 16
人纳入监测户、2户6人纳
入边缘户进行重点帮扶，
没有出现因灾致贫返贫情
况。

答好“必答题”
主要通过两大

战役攻克剩余贫困

如果说消除疫情和汛情的
影响，是上半年全市脱贫攻坚
的“加试题”，那么攻克剩余贫困则是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答题”。

今年我市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为2.44万人，深度贫困乡镇攻坚任务
尚未完成，收官之年更须加大脱贫攻坚
力度，扎实开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查
漏补缺，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今年我市攻克剩余贫困，主要通过
“定点攻坚”和“百日大会战”两大战役
来推进。“定点攻坚”方面，参照国家挂
牌督战的做法，我市对18个深度贫困
乡镇、100个贫困村开展定点攻坚行
动。目前，定点攻坚项目资金23.25亿
元，实施项目1235个，已完工540个。

“百日大会战”方面，从4月至7月上
旬，我市围绕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各类
问题整改等六个方面集中开展行动，针
对未脱贫人口制定“增强版”政策措施，
加大医疗救助、低保兜底、就业扶持等
力度，未脱贫的2.44万人总体达到脱
贫标准。

此外，深入推进健康医疗扶贫、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脱贫攻
坚总攻十大专项行动，统筹做好剩余人
口脱贫与巩固脱贫成果。以“三保障”
及饮水安全工作为例，上半年我市健全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突出问题动态清
零机制，投入8.33亿元，新增寄宿制学
位5242个，完成249所中小学旱厕改
造任务，推动“有地方上学”向“上好学”
提升；开展“5G+卫生健康扶贫”试点，
培育提升乡村医生3200余名，推动“有
地方看病”向“看好病”提升；贫困户农
村危房改造1811户全面完成，实现“人
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

答好“复习题”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今年上半年，我市不断健全落实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着眼未来，努
力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积极推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一是借助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打
通相关部门和单位数据，由区县综合研

判、适时预警发布，精细建立台账，落实
帮扶措施。此举锁定了脱贫监测户和
边缘户，确保他们一旦出现返贫风险，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和应对。

二是创新推行“三保联动”，投入
2.2亿元，为所有贫困人口购买“精准脱
贫保”，为深度贫困乡镇贫困户量身定
制“产业扶贫保”，为农村边缘人口打捆
购买“防贫返贫保”，构筑防范致贫返贫
保障机制。

三是在3个区县、18个深度贫困
乡镇、18个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衔接试点，启动“十四五”巩固脱
贫成果规划编制工作。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脱
贫攻坚的收官时限越来越近，在剩余不
到5个月时间里，我市将继续高质量化
解疫情和灾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高质
量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加强接续减贫政
策研究，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
福祉。

重庆脱贫攻坚半年报——

答好“三道题”啃下“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