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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企业，庆铃必须彰
显国企讲政治、顾大局、惠民生、保
就业的责任担当。”市人大代表、庆
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杜卫东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该企业没有裁员也没有降
薪，并专门拿出部分岗位给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贫困人员等重点
群体。

去年，我市出台相关政策，要
求全市国有企业从新增岗位中拿
出不低于50%的岗位专门招聘高
校毕业生。

“这既是响应政府号召，更是企
业招聘人才的好机会。”杜卫东说。

去年，该公司在22所高校举
办招聘会，共招聘高校毕业生114
人。此外，还在彭水针对贫困人员

召开专场招聘会，招聘建卡贫困户
子女。

“汽车产业‘新四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这一转变也需要人才支
撑。”杜卫东表示，为吸引更多人才
加入，公司将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
出台一系列政策，提供干事创业平
台以及有竞争力的收入，帮助他们
发挥才干、实现自身价值。

两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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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期待·加油干

多渠道挖掘岗位 助大学毕业生找工作
——市民、市人大代表、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共话保重点群体就业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21
日，市政协委员、宗申集团董事局副
主席兼常务副总裁李耀提交提案，建
议争取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永久
落户重庆，并将其打造成为第一大摩
托车展。

近年来，重庆市将汽摩产业列入
支柱产业，为摩托车产业和摩博会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2020年9月，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简
称“摩博会”）在重庆举行，代表国内

95%以上生产能力的大排量摩托车厂
商、摩托车零部件企业以及各知名摩
托车品牌悉数参展。

为促进重庆从摩托车制造之都
向世界摩托车文化之都迈进，李耀建
议：重庆市应争取中国摩博会永久落
户重庆，邀请全产业链企业和科研机
构参展，既展示丰富的产品，又展示
先进的技术，还展示未来的消费场
景；同时吸引为摩托车全产业链赋能
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等

第三方机构和要素资源、优秀人才来
到重庆。

李耀建议，在中国摩博会举办
期间，同期举办“中国摩托车GP大
赛”和“中国摩托车越野大赛”，推动
中国摩托车运动与国际标准接轨。
此外，在中国摩博会期间，可以举办
摩托车草坪音乐会、摩托车狂欢节、
劳动骑士节、摩托车文化营地展示
等嘉年华活动，进一步提升重庆知
名度。

市政协委员、宗申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常务副总裁李耀：

争取中国摩博会落户重庆 打造“第一摩展”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全力提
升普通公路县乡道等级和通行品质，
高质量对接百姓美好出行需求。”1月
22日，市政协委员、市公路事务中心主
任李建明建议，加速实施普通公路县
乡道改造，持续加大“四好农村路”建
设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提供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全力支撑美丽乡村建设。

到2020年底，我市普通公路从
“十二五”时期的 14万公里增加到

18.1万公里，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通
达通畅率分别达到100%、92.3%；农
村到达县城出行时间平均缩短约2小
时，群众出行实现了从“走得了”到

“走得好”的转变。
李建明表示，尽管如此，全市普

通公路仍然存在县乡道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县乡道路网结构不合
理，规模小、技术等级偏低，功能布局
不完善，通行能力不够高等问题较为
突出。

李建明委员建议，加快编制全市
县乡道公路网规划，坚持规模适当的
原则，确保规划的县乡道完全覆盖行
政类、交通类、文旅类、经济类等交通
节点，提高路网辐射带动能力。同
时，研究出台县乡道改造市级投资保
障政策，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建设规
模、建设标准、考核办法等，尽快启动
全市县乡道公路改造，提升连接产业
园区、旅游景点、资源聚集地等区域
的县乡公路路况。

市政协委员、市公路事务中心主任李建明：

加速县乡道改造 支撑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黄乔

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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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影响明显，也给全市就业工作造成
一定冲击。”市政协委员、市人力社保局副
局长黎勇说。

“高校毕业生就业历来是就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黎勇说，近年来，我市高校毕
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加之疫情影响，一些
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造
成部分毕业生就业存在结构性困难。

去年以来，我市及时成立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专班，构建“五方联动”工作机
制，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
动和就业服务攻坚季行动，开展政策解
读、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岗位推荐、跟踪
对接等全方位服务。

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超过93%。

黎勇表示，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做好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针对
受疫情影响，一些传统产业、单位减少或
停止招聘的情况，将多渠道挖掘市场就业

岗位，聚焦人才紧缺、需求量大的智能制
造、互联网营销、新媒体运营等领域，及时
发布人才需求目录和新职业，引导高校毕
业生在新兴产业就业。

针对疫情催生的网络购物，无接触配
送、线上教育等增长点，将发挥好政策杠
杆作用，及时研究完善新的政策举措，支
持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灵活就业和
平台就业。

此外，还将督促指导国有企业落实公
开招聘、扩大招聘规模总体要求，明确招聘
数量安排，在相关政府网站、本企业网站及
各类媒体公开发布招聘信息，加快计划执
行落地。继续动员公共部门履职担当，编
制能盘活的盘活，岗位能挖潜的挖潜，开发
更多基层就业岗位，尽最大努力维持去年
的招聘规模。

黎勇表示，就业服务部门将开展“一
对一”定制服务，确保每一名有就业意愿
的高校毕业生都能顺利就业或参加到就
业准备活动中。

“我的专业偏文科，感觉想找对口的工
作不太容易。”西南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四学生胡可欣是重庆人，最近正面临着
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进入大四后，她便
开始关注招聘和就业相关信息。

“也参加过一些面试，但结果都不太
满意。”胡可欣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去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原本看中的单
位也有部分减少或停止了招聘计划，目前
就业压力较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重点
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拓展市场化就业渠

道。这对我们高校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一
个利好消息。”胡可欣说。

她很关心我市相关政府部门如何支
持和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具体有哪
些举措？重庆的企业，特别是国企，针
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招聘计划
是怎样的，有没有一定的倾斜？

胡可欣表示，希望政府部门能加
大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力
度，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让大家在毕
业时有更多选择，更容易找到满意的
工作。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毕业就业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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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3%。图为招聘会现场。（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去年，建议办理单位曾答复称，
我市正谋划新增市级儿童医疗卫生资
源，‘十四五’期间拟新建两所儿童专
科医院，可‘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没有体现，建议增加相关表述。”

1月22日下午，市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查我
市“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其间，大渡口代表团的市人大代
表李青反复翻阅手中的“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后，对自己曾附议提出的
一项代表建议落实情况发起了“追
问”。

去年年初，在市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张白杨、李青等市人大代表联名
提交了《关于在大渡口区建设重庆市
儿童医院的建议》。建议中，代表们阐
述了在我市中心城区南部布局市级儿
童医院的必要性。

“我市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面临
资源分布不均、需求不断增加等问
题和矛盾。”代表们在建议中提到，
综合实力较强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本部及礼嘉分院分布在渝
中、渝北两区，九龙坡、大渡口、巴南等
区尚无一家儿童专科医院，群众反映
较为强烈。

建议提出后，得到市卫健委等部
门的认真办理。

去年上半年，市卫健委表示，正积
极会同相关部门谋划新增市级儿童医
疗卫生资源，“十四五”期间拟在主城
都市区新建2所儿童专科医院，并将
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在编制“十四五”主
城都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相关规划
时，吸纳考虑代表所提建议，争取尽快
启动立项。

“之前，建议办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还曾给我打来电话，介绍建议办理进
展，当时我听了很高兴，立即致电李青
代表分享好消息。”1月22日下午，李
青代表发起“追问”后，市人大代表张
白杨接过话筒，对李青代表提出的“将

‘在大渡口新建一所儿童专科医院’相
关表述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
案）”的审查建议表示赞同。

“现在，推动南部人文之城发展
的相关表述已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必将加快南部片区产业发展和人口
集聚步伐。”李青补充说。

李青表示，大渡口位于南部人
文之城的中心区域，可辐射沙坪坝、
九龙坡、巴南、江津、璧山等5区，交
通便利，建议在大渡口钓鱼嘴片区
新建市级儿童医院，并将该项目纳
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和有关子项规
划，争取“十四五”期间尽快启动建
设。

本次大会因疫情防控需要，市
人大常委会和市“一府两院”有关部
门人员通过视频听取审议审查意见
建议。两位代表的发言被仔细记
录。

会后，重庆日报记者致电市卫健
委询问代表建议办理最新进展。市卫
健委有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市卫健委
高度重视儿童医疗服务工作，感谢市
人大代表对相关工作的关注及建议。
目前，相关规划仍在制定中。市卫健
委将结合代表意见建议，积极会同相
关部门进一步增大儿童医疗服务供
给，加快儿科医师培养，不断满足儿童
医疗卫生需求。

“南部片区”建市级儿童医院进展如何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审查中，代表“追问”建议落实情况

1月22日，奥维酒店，北碚代
表团列席人员冉慧与代表们就民
营经济和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建
设展开讨论。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张燕

在今年重庆两会现场，记者与
很多代表委员们深聊，谈到“创新”
二字，他们都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让‘抽屉里的论文’转化为服务经
济主战场的生产力”“与用户一起创
新，促进共性技术转移和扩散”“金
篮子就是要装金鸡蛋”……这是他
们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在工作中披
荆斩棘后感受最深的话。

为了鼓励创新，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实行创新攻关“揭榜

挂帅”制度。通过“张榜”的形式，把
需要攻克的重点项目向社会公布，
谁有本事拿下，谁就有机会“挂
帅”。所谓“英雄不论出处”，就是不
设门槛、不论资历，谁有能力就去

“揭”，有本事就去干。
揭榜不问出身，意味着能者上、

平者让、庸者下。搞科研、做项目不
再执着于论资排辈，而是不拘一格
选贤与能；挂帅论功行赏，意味着不
务虚声，结果导向。科研者不只是
醉心发论文，更要对接市场需求，拿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改善科研

和经济“两张皮”现象。设好榜、选
好帅，倒逼科研理念变革、促进科研
资源优化，就能激励更多企业、机
构、科研工作者加入到攻坚克难的
大潮之中，汇聚成开拓创新的汪洋
大海。

创新是一枚种子，把制度的雨
露浇透，就能引来更多能人，让其
开花结果。英雄不问出处。愿生活
在这座创新之城的人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点燃创新引擎，迸发不竭
动力，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阔步
前行。

创新就要“英雄不问出处”

两会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