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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

经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后，
农民工的就业意愿正在发生改变。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合川、
潼南等劳务大区发现，目前多数农民工
不愿再做“短工”，而是希望提升技能，
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返岗”成为第一选择

“疫情期间在家待了接近两个月，
很想回去上班，却又没办法，还好政府
给我们包了车哟！”48岁的舒大平是合
川区官渡镇断桥村村民，今年2月底，她
如愿以偿，和十几个老乡一同乘坐政府
安排的大巴车，前往广东江门返岗复
工。

舒大平连续9年在广东江门一家五
金厂打工，这次和她同行的还有4个亲
戚。他们原本计划在春节后就启程返
岗，因为疫情无法前往。

“能回原岗位上班的老乡都选择返
岗，也有一些人因疫情被裁员，他们都
蛮着急的。”舒大平说，她所在的五金厂
订单比较充足，工作稳定，所以今年介
绍了几个被裁员后希望有稳定工作的
亲戚，一同前往。

“我们村没有什么工厂、企业，劳动
力大都往广东、浙江这些开得起工资的
地方走。”合川区官渡镇断桥村村主任
潘启碧告诉记者，疫情让农民工有一份
稳定工作的意愿更加强烈，返岗成为他
们的第一选择。该村今年返乡农民工
3200多人，到目前留村人员只有10余
人，返岗率达99.7%。

合川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区是全市人力资源大区，农村劳动力常
年稳定转移就业47万余人，今年春节
返乡27.1万人。为保障农民工安全返
岗，该区梳理了农民工集中出行信息，
加强与广东、浙江等重点输入地协作，
开通返岗直通车，提供从家门到厂门的
闭环服务。

据了解，该区按需组织“点对点”包
车110余班，加上自驾和合理拼车出行
等方式，截至目前，26.5万有意愿出行
的农民工全部平安返岗。

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强烈

潼南区柏梓镇是当地劳务输出大
镇。该镇户籍人口近9万人，今年外出
务工农民工2万余人。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数一直在逐

年减少，今年又减少了5%左右。”潼南
区柏梓镇党委组织委员万瑞说，与沿海
城市相比，本地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并愿意留在家
乡就业创业。

“在外面漂了十多年，还是想回家
安定下来。”周智伟是柏梓镇人。他说，
自己常年在全国各大酒店打工，如今年
过40，父母年龄也大了，娃儿也到了中
考的关键时刻，就想安安稳稳留在家乡
照顾父母和娃儿。

今年3月，周智伟打算在家乡创业，
开一个副食零售店，不过资金方面却出
现困难。“实在没办法了，我去当地人社
局咨询，才晓得针对我们返乡农民工有
无息贷款支持！”周智伟说，他马上按规
定进行申请，最终获得了20万元创业
贷款。

“有了这笔钱，资金周转起来了，生
意也越来越好！”周智伟说，副食店每月
的利润比他在外地打工还高一些，他正
打算开几家分店。

“疫情期间，我们园区就招了1300
多名本地农民工，数量明显高于往年。”
潼南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园区有
笔电、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

等行业300多家企业，普工需求量较
大，招工门槛要求也不算高。

“大多数企业都首选本地农民工，
以前还不太好招，今年容易多了。”该负
责人举例说，前不久一家企业有60人
的招聘需求，园区将招聘信息挂在潼南
高新区网站上，第二天就招满了。

22岁的唐广是潼南区双江镇人，在
上海一家洗衣机工厂做组装工作4年
了。前不久，通过当地人社部门介绍，
他在园区一家科技企业找到工作。

“我现在还在试用期，目前月工资比
上海那边少1000元左右，转正后应该能
差不多了。”唐广表示，和他同龄的年轻
农民工，大都喜欢到沿海城市，不过看到
家乡收入高了，想回来的也不少。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差，
还能照顾家里，哪个还想出去漂嘛！”唐
广说。

企业响应政策“稳”字当头

农民工求稳定，用工单位也是“稳”
字当头，坚持不裁员、少裁员。

位于合川区的重庆兴宝兴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有员工600多人，大部分都
是本地农民工。

“今年突发疫情，订单受到一定影
响，但我们坚持不裁员。订单恢复后，
反而比去年增加50多名员工。”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罗明霞说，正是由于公司
不裁员，目前，该公司已享受了政府多
项减免和补贴政策。

合川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密集出台
社保、税费等多项减免政策，但这些政
策的前提就是企业尽量不裁员。

该负责人介绍，合川区推出返岗包
车补贴等11项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政策
措施，为企业落实各类政策惠企资金
5.36亿元，有力促进了区内企业达产增
效、返乡农民工区内就业。

46岁的蒋义是重庆兴宝兴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员工，主要负责起吊工作。
他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不但大家工资
照发，公司还组织在职农民工进行岗位
培训。

“我现在就在培训吹制工，不仅有
补贴，要是考核通过，以后还多个岗位
选择了。”蒋义高兴地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合川区结合返
乡人员就业意愿和企业需求，已开展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近万人，切实提升劳动

者就业能力。

加强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培训

“职业技能低下，是当前返乡农民
工求职难的主要原因。”潼南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该区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国家级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
的建设，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加大，“求
职难”与“用工难”的矛盾更加突出。

增强“造血机能”，提升农民工就业
创业能力，成为潼南区解决问题的思路。

前不久，34岁的付友凤在潼南区人
社局介绍下，来到重庆国宾妇产医院实
习育婴员岗位，实习期三个月，每天收
入100元。

付友凤原本在浙江温州一家鞋厂
干普工，虽然干了15年，工资并不稳
定。“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有七八千
元，少的时候只有1000多元。”付友凤
说，她想告别这种收入不稳定的异乡
漂泊生活，回家乡找份工作。但由于
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起初找的工作收
入不太高。

“政府在我们村举办了厨师、种植
养殖等免费培训，我也想学个技能，就
跟着几个亲戚报了名。”付友凤说，目
前，她已经完成了月嫂、育婴员、保育
员、小儿推拿和产后康复五项培训课
程，且都通过考试，拿到了资格证书。

“培训课是全免费的，就想多学点。”
付友凤说，培训后，潼南区人社局介绍她
到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还会推荐工
作。届时，预计月薪会超过8000元。

提升技能 工作稳定 返乡就业
——农民工就业观念发生转变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王海彤

盛夏，气温“高烧”不退，避暑“候
鸟”们四处寻觅清凉。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武隆
区仙女山、白马山景区以及天池苗
寨、万峰呐溪原乡等乡村旅游点，发
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以及跨省旅游的开放，当地避暑经
济又火了起来。露营音乐季、啤酒节
等活动，以及丛林探险等特色项目为
各景区聚集了人气，受到广大游客欢
迎。

武隆区文旅委副主任任咏梅介绍，
随着避暑季到来和跨省组团游放开，目
前武隆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已恢复到
去年同期的80%左右，乡村旅游也人气
渐旺。仅8月11日至20日，全区游客
接待总量便突破300万人次，在老牌避
暑地仙女山，每天游客接待量稳定超过
20万人次，最高达到27万人次，较往年
还有不小增长。

王牌景区吸引力不减

8月14日，周五。一早，白马山景
区门口陆续有车辆驶入。景区内，不少
游客正伴着习习凉风悠闲地散步遛弯。

记者走访景区内多家民宿、酒店，
均被告知已客满。“来山上度周末的游
客比较多，房间一般在周三之前都被订
完了。”景区酒店负责人赵兵说，整个景
区加上酒店、民宿、农家乐在内共有
1500个床位，避暑季期间，工作日入住
率为80%，周末均满员。

记者采访多名游客发现，他们大多
是第一次前来。游客黄云美表示，身边
有朋友推荐过白马山景区，说山上很凉
快，可以采茶、品茶，来后感觉还不错。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最近还有许多
游客是冲着周末的电音节而来，“周五傍
晚开始，大量游客会从山下赶来，电音节
的入场券包含了景区门票，特别划算。”

与白马山隔乌江相望的仙女山已
经营多年。各大景点和配套完善的仙

女山旅游度假区为景区加持，再加上景
区推出的露营音乐节、啤酒节等活动，
仙女山仍然是众多游客前往武隆避暑
度假的首选地。

8月15日傍晚6点左右，仙女山露
营区已成一片“帐篷海”，游客谭西约上
4个朋友从重庆赶来。“这儿比主城凉快
太多，而且活动气氛也特别嗨，我们玩
得挺开心的。”谭西说，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原因，对跨省游还是有些顾虑，所以
得知露营音乐节的消息后就赶了过来，
准备顺便趁周末在山上避暑。

仙女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卫中华告
诉记者，受天气影响，今年的避暑高峰
期比往年延迟了半个月，但依然是全区
游客接待量最大的地区，日最高接待量
达到27万人次。

乡村旅游做足特色点上开花

除了大型景区外，后坪乡的天池苗
寨、火炉镇的万峰呐溪原乡等乡村旅游
点，一批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也备

受游客青睐。
天池苗寨海拔1100多米，“凉”资

源就是当地发展旅游最大的底气。自
去年9月开寨以来，近期该景点终于迎
来首个避暑季。

作为一个苗族人聚居的村寨，最近
每到晚上，寨前广场上就会举办热闹的
篝火晚会。村民们身穿民族服装，为大
家表演歌舞，带游客体验“高山流水酒”
等苗族文化。白天，游客则可以在民俗
文化体验区，体验苗家古式榨油、酿酒
技艺等特色文化。

“我们这里就是凉快，晚上还得盖被
子呢！”后坪乡党委书记宗小华介绍，近期
天池苗寨每天游客接待量为四五百人，
每到周末，寨里的民宿基本一房难求。

万峰呐溪原乡乡村旅游点，最大的
特色则是丛林探险，这里也是武隆区首
个丛林探险地。走进项目体验区，只听
见现场欢笑声、尖叫声不断。

该景点于8月13日开园，设置有水
上乐园、飞跃丛林、飞拉达、攀岩等15个

体验项目。开业首周，每天接待游客超
1000人，周末达到2000人左右，日营业
额在2万元-5万元之间。“这里互动性、
趣味性强，项目难度上也有很大选择空
间，挺好耍的。”有游客这样表示。

火炉镇党委书记谢宇翔说，接下来
当地还将继续增加景区内探险项目，并
在景区周边配套餐饮、住宿等设施，助
推该乡村旅游点加快发展。

新景区新产品实招频出

“武隆能有效缓冲新冠肺炎疫情给
旅游业带来的冲击，实现旅游稳步复
苏，离不开我们疫情期间毫不放松抓旅
游，趁机完善已有景区、景点的配套设
施，并加快新景点、新产品的推出。”武
隆区区长卢红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上半
年，该区共接待游客1315万人次、综合
收入53.8亿元，降幅逐月收窄；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495万人次、综合收入10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4.88%、6.89%。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万峰呐溪原

乡乡村旅游点、飞天之吻项目皆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陆续推出
的。此外，武隆还推出了大田湿地人家
乡村旅游点，并完成了武隆芙蓉江景区
的升级打造，重新面向游客开放。

“此次我们在芙蓉江景区新增了9
艘鱼龙造型的观光游船，进一步丰富了
武隆的旅游产品，带给游客更多的游玩
体验。开园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
人左右。”卢红称，在仙女山旅游度假
区，该区则增加了小黄车等旅游设施，
增强了游客体验感。

此外，为抓住避暑季这一关键节点
助推旅游加快发展，武隆不少景区都推
出了优惠活动。任咏梅表示，接下来，
武隆将通过举办景区、景点节庆活动，
以及到成都做集中推介等方式，进一步
为旅游集聚人气。“武隆共有600多处
旅游资源，目前仍有很大开发空间，我
们也将继续推动景区、景点的开发打
造，助推旅游业加快发展，推动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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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应急系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聚焦六稳六保聚焦六稳六保创造良好安全环境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当前防汛救灾任务仍很艰巨，全市应
急系统各级各部门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加紧灾后重建各项工
作。深化汛期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统
筹推进应急安全生产；加大隐患排查，开
展危化品储存运输整治；紧盯持续高温下
的森林防火，抓严抓细全国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和整改措施“回头看”；针对
各类突出风险隐患提前抓、重点抓、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

沙坪坝“四加强”全力抓好森林消防

沙坪坝区坚持森林火灾“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严格24小时值班制度。应
急、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全力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

加强火灾报告制度。要求各防火责
任单位每天下午2:00前上报辖区内森林
防火工作开展情况，然后将汇总信息报市
林业局、区森防办；加强防火宣传。全区
重点区域、入林要道口设防火守卡点107

个，参与值班值守及守卡巡护人员300余
人。同时，各涉林镇街、相关单位采用宣
传车、宣传喇叭、发放宣传单等多种方式
抓实防火宣传；加强入山人员管理。按照
《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全面推广森林防火扫
码入林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区35个关
键防火守卡点设置“重庆市森林防火一码
通”二维码，实行扫码登记入林；加大检查
力度。连晴高温以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林业局）组织人员对全区森林防火工作
进行检查、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纠
正，并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到位。

渝北 狠抓高温期间森林消防工作

渝北区采取明察暗访、联合处置、一
码通等举措抓高温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

一是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在高温伏
旱期间，广泛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和
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茨竹镇和华
蓥山林场所有林区的安全。二是区森林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成3个督查组，采

取明察暗访的方式，重点围绕责任落实、
宣传教育、野外火源管控、森林防火基础
设施、应急处置准备、应急值守等方面，对
全区所有林镇街、林场和相关单位全面开
展森林防灭火工作督查。三是为进一步
检验“防”“救”联合处置及联防联控机制
运行情况，提升应急救援组织能力及救援
水平，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认真筹备
2020年区级森林火灾处置演练。四是开
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区域短信服务，向
进入林区或林缘的人员推送森林防火短
信提示近240万条。五是全面启动森林
防火“一码通”应用，在全区74个森林防
火检查站设置入山二维码，要求入山车
辆、人员扫码入山，确保安全。

大渡口 强化危化品安全监管

近期，大渡口区各相关部门多措并
举，积极组织开展危化品储存运输专项整
治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力度，
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防范，有力

维护了本区危化行业的持续平稳。
大渡口区根据今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的意见》要求，强化了全区安全监管能力，
提升监管效能，“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

‘执法+专家’模式，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及早预警防范”。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大
渡口区出动执法队员189人次，检查危化
品运输汽车426辆次，责令现场整改安全
隐患36个，查处违法行为25件，实现了
执法监管从粗放型向专业化、从事后监管
向事前监管、从途中监管向源头监管的

“三个转变”。强化了危化品运输安全执
法监管，“倒逼”相关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形成全链条安全监管，效果初步显现。

酉阳 成功营救防洪隧洞失联人员

8月25日早上7时8分许，酉阳县应
急管理局接到兴隆镇人民政府报告，兴隆
镇防洪隧洞发生3名人员失联。酉阳县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立即调集相关救援力

量开展救援工作，最终3名受困失联人员
被安全营救出防洪隧洞。

8月25日凌晨3时许，重庆市天地人
实业有限公司工人何泽祥、黄兵、聂明顺
3人进入位于酉阳县兴隆镇狮象村8组的
梅江河支流龙潭河上游重点河段治理工
程防洪隧洞内拆运电机，受短时强降水河
水上涨影响，被困防洪隧洞内与外界失
联。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统筹调度，科学指
挥，各工作组艰苦奋战、科学施救，通过采
取封堵截流，减小进洞水量等措施。下午
4时20分许，4名消防救援队员乘装载机
进入防洪隧洞进行搜救，5时20分许，3
名被困失联人员被安全救出。经现场医
务人员初步检查，3人均无外伤，生命体
征正常。被送往兴隆镇卫生院作进一步
医学观察。

苏崇生 王辉 郑学强 黎平 江玥

跨省旅游恢复 特色活动加持

武隆“凉”经济又“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