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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地方金融主力军 助力唱好成渝“双城记”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成渝两地发展的重大机遇，对于促进新形势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全国首家万亿农商行、全国首家“A+H”股上市

农商行、重庆本土最大的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重庆农商行”），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及上级监管部门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部

署，紧扣“两中心两地”目标定位，切实担当地方金融主力军，积极发挥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深入研究制定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源源“金融活水”。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为成渝两地发展擘画了美好蓝
图、明确了方向指引，也为两地金
融机构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作
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金融主力军，
重庆农商行积极抢抓战略机遇，
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发挥“三大优
势”，倾力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

——发挥“总部优势”，提升金
融辐射效应。充分发挥总部决策
效率高、响应速度快、资质牌照多
等优势，高效提供银行、投行、租
赁、理财等多元金融服务，金融辐
射能力持续增强。建立金融支持
成渝重点合作项目库，紧密对接交
通、环保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
为大内高速、遂资高速、营山三峰
环保等10余个重点项目授信超过
160亿元，有力助推成渝两地重点
项目落地。

——发挥“合作优势”，提升金
融集聚效应。建立成渝地区金融

机构合作机制，与四川农信签订两
地金融机构首个支持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并与
四川广安、内江等毗邻地区细化合
作要点，推动信息互通、业务互动、
资金互融。同时，发挥自身股东结
构多元、广受贝莱德等国际投资机
构青睐等优势，积极吸引境外金融
资源入驻成渝，助力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

——发挥“创新优势”，提升
科技赋能效应。在同类机构中率
先成立金融科技中心，形成自建
团队、自主研发、自有技术、自创
产品的“四自模式”，成为唯一入
选国家金标委的地方金融机构；
申请各类专利近80项，2项创新
应用入围重庆首批金融科技“监
管沙盒”试点；智能数字化平台项
目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数
字化转型优秀案例，持续推进科
技赋能金融，更好地服务成渝两
地。

谱写金融服务成渝两地协奏曲发挥“三大优势”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两中心两地”目标的重要内
容。而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是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有力载体。近年来，重庆农商
行创新设立专门服务机构，优化完善
专属服务机制，倾力打造专属产品体
系，助力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全
力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设立专门服务机构。重庆

农商行集聚优质资源打造科学城专
属金融服务机构，推动设立科学城支
行，高标准强化硬件、软件设施配备，
选好配强业务服务团队，不断壮大西
部（重庆）科学城金融服务主体力
量。同时，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大
对西部（重庆）科学城辖内企业资源
倾斜，致力为相关企业提供优质、高
效的金融服务。

——落地专属服务机制。建立
科技创新贷款绿色通道，落实尽职免

责机制，持续提升综合化、专业化金
融服务水平；下调科技类贷款内部资
金成本，实行差别化的优惠信贷定价
机制，尤其对战略新兴、绿色信贷等
符合政策导向的企业，再加大利率优
惠。截至目前，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超过520亿元，2021年新增额
占全市的30%以上；支持先进制造业
集群贷款余额超过120亿元、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贷款余额超过490亿
元。

——打造专属产品体系。积极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量身定制金融
服务方案，创新运用金融产品，拓宽
企业投融资渠道。发放科技型企业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占全市总额的
52%，创业担保贷款占全市的75%；
推广运用“房快贷”“票快贴”等线上
产品，开发“自助续贷”“自助支用”等
线上功能，切实满足了科学城内高新
科技、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等重点产
业发展的融资需求。

近年来，重庆农商行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倾情服
务社会民生，尤其注重在服务多元化
上下功夫，以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模式
优化升级，积极助力成渝地区打造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不断拓宽金融支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领域和
内涵。

——聚焦民生服务。近期，重庆
农商行联合四川农信发行的联名信用
卡正式上线，该产品为成渝间高铁出
行、商超消费提供优惠，助力两地消费
升级，为成渝地区的老百姓带来更多
实惠和便利。2021年4月，重庆农商
行全资子公司渝农商理财公司正式
发行了全国首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专题理财产品 5亿元，有效拓宽
了双城建设融资渠道和居民财富投
资通道，切实满足成渝地区投资者
多元化的投资需求。2021年 6月，
重庆农商行开州支行携手四川农信
（开江），前往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
讲治镇程家沟村开展金融知识联合
宣传活动，向当地群众普及金融知
识，这是川渝两地金融机构持续深
化交流合作、提升两地群众金融服
务获得感的又一生动实践。

——聚焦绿色发展。作为全国
农商行首家、中西部首家“赤道银
行”，重庆农商行将支持绿色经济领
域作为重要战略方向，全面推动绿色
转型，助推绿色发展。2021年6月，
重庆农商行推出“成渝双城·低碳出
行”公共交通出行惠民活动，为成渝

两地市民带来便捷实惠的绿色出行
服务。活动从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
两个方面入手，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
活，激发了成渝两地消费者针对绿色
消费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成渝共
建“双城”绿色经济圈。

——聚焦普惠金融。为有力提
升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该行
充分发挥点多、面广、对当地情况熟
等优势，积极开展“1+2+N”普惠金融
服务到村行动，坚持普惠金融“服务
到村、帮扶到户、惠及到人”。如，该
行在重庆城乡已布设1760余个线下
物理网点，在县域地区上线2900余
台自动柜员机、1600余台智能综合
柜台、310余台多媒体查询机，在农村
偏远地区布设“I58”（农村便民自助
服务终端）130余台，并推出“流动银
行车”及手机银行服务，有效打通了
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
航。“下一步，重庆农商行将牢牢把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战
略机遇，认真履行地方金融服务地方
经济主力军责任担当，不断巩固服务
实体经济优势，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
举措，矢志加强金融科技创新，持续
提升金融辐射能力，为助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助力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新的更大力量！”重庆农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

徐一琪
图片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提供

吹响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进行曲打造“三项服务”

弹奏助力成渝高品质生活交响曲聚焦“三个重点”

重庆农商行支持重庆港口建设。图为该行支持的重庆果园港一角

万盛 保障重点企业用工 托起群众幸福感

1-8月，万盛全区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 4739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 3106 人，城镇登记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1587
人。

脱贫人口就业创业
3073人，高于2020底就
业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5130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46.5%。

兑现社保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贷款贴
息等各类就业创业奖补
资金1845.86万元，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2122 万
元。

……
一组组数据见证着

万盛稳就业保民生工作
取得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
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为目标，聚焦重点
企业用工保障、淘汰煤炭
落后产能分流职工就业
延伸到重点群体就业等
多项重点工作，提升公共
就业服务水平、创业平台
不断丰富、营商环境持续
改善、精准帮扶重点群众
就业，积极推进就业创业
工作，为万盛书写高质量
转型发展精彩答卷夯实
了民生基础、注入了强劲
动能。

优化政策服务
筑牢就业基本盘

近年来，为更高质量保障重点企业
用工问题，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一直
将保障重点企业用工作为稳就业的重
点工作全力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怎么样？现在
需要多少工人？什么工种？

为保障企业用工，促进劳动者就
业，万盛优化服务，专门设立重点企业
用工常态化服务机制人社服务专员。

通过“就业服务专员”可主动了解
重点企业员工总数、缺工人数、空岗结
构等情况，形成用工需求清单，第一时
间掌握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和用工中出
现的困难问题，及时研究并推动解决。

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冠宇”）是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重庆冠宇正式签约落户万
盛，短短3年时间，重庆冠宇飞速发展，
先后建成了一厂、二厂、三厂。随着市
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如今，四厂、五厂也
正加快建设，待项目全面完工满产后，
将有效解决7000余人就业。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
持。”重庆冠宇相关负责人坦言，疫情期
间，重庆冠宇2号厂房因招工困难、工人
未归等情况，复工复产面临困难。

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迅速行动，在黑山镇、关坝镇
等地设置招聘点，并通过重庆就业网、

“万盛人社”微信公众号、各镇街及村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微信朋友圈
等平台，全面发布招聘消息，组织专场
招聘会，运用一系列招聘“组合拳”帮助
重庆冠宇2号厂房招聘工人近2000名，
为其复工复产解决了用人难题。

“感谢政府的用心用情帮助,我们
企业用工难题得到了有效解决。”重庆
冠宇相关负责人说道。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
兜牢民生底线

重庆冠宇仅是万盛保障重点企业
用工的冰山一角。

万盛曾是一座因矿设区、因煤而兴
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随着煤炭资源
濒临枯竭，万盛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目前，已累
计关闭27个乡镇煤矿、7个国有煤矿，
淘汰煤炭落后产能525万吨。

关闭煤矿，原来的煤矿工人怎么
办？

对此，万盛经开区创业就业和人才
中心高度重视，以“五个精细”为抓手，
成立工作专班，围绕“内部安置一批、转
岗就业一批、内部退养一批、公益性岗
位托底安置一批”，大力促进淘汰煤炭
落后产能分流职工就业，妥善安置职
工。

在“转岗就业”方面，万盛积极作
为，将煤矿分流职工纳入就业扶持体
系，大力推进“志智双扶”，通过提供技
能培训、职业指导、专场招聘、创业指
导、创业担保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他们求职有途径、创业有门路，从
而尽快找到工作岗位或自主创业，实现
就业创业。

2021年，全区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分流职工解除合同共2665人。截至目
前，实现就业1641人，创业95人。

其中，按照“培训+推荐就业”“培
训+指导创业”等技能培训模式，实现培
训就业无缝衔接。目前，已培训分流职
工1100余人。

通过增强摊贩、快递员、网约车司
机等自由职业的吸纳能力，实现分流职

工多渠道灵活就业1097人。
针对通过市场化渠道难以就业的

分流职工，主动将其吸收纳入公益性岗
位，做到“申请一人安置一人”。目前，
公益性岗位已安置23人。

……
安置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分流职工

就业仅是万盛稳就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万盛聚焦重点群体就业，

围绕重点企业用工保障，积极扩大就业
渠道，每周四常态化招聘会、专场招聘
会、直播待岗等，“线上+线下”双管齐
下，大力开展招聘活动，助力重点企业
用工保障落到实处。

目前，已累计组织“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直播带岗”网络招聘会、

“民营企业招聘月”、“百日千万行动”专
场招聘会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67场次，
发布区内外岗位信息5000余条，提供
就业岗位 3万余个次，达成就业意愿
6459人次，成功帮助1833人次实现就
业。

其中，举办煤矿分流职工专场招聘
活动9场次，累计有90余家企业提供
60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2000余名分
流职工应聘。

多措并举稳就业
全力以赴保民生

党的十九大以来，万盛将稳就业、
保民生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多措并举促
进重点企业用工保障——

搭平台，畅通劳动力与企业求职招
聘的对接渠道，让就业信息和求职者无
障碍“见面”。

今年以来，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
动态完善劳动力信息“三本台账”，重点
掌握劳动者自身技能和转移就业意愿
等指标，开展失业人员和潜在失业人员
基础信息大排查、返乡农民工或有转移
就业意愿农村劳动力基础信息摸排，对
已登记但尚未实现就业、职业培训后有
就业需求等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台
账进行动态管理。

同时，通过第三方平台、镇街办事服
务大厅等大力宣传“万盛人社”微信公众
号，提高线上就业信息推送平台知晓率。

兜底线，积极推进就业政策落地落
实，为企业减负。

立足解决企业、劳动者当前面临的
最为紧迫的困难，2020年以来，万盛人
社部门从保复工、降成本、促发展、惠民
生等环节入手，打出系列“组合拳”，对
企业等用工单位的社会保险实行“免减
缓返补”等系列措施，支持企业不裁员
或少裁员，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
业岗位。

数据显示，2020年，社保降费减负
4.78亿元，有效缓解了1300余家企业在
内的参保单位资金压力；为93户中小企
业发放应对疫情援企稳岗返还1126.11
万元，惠及参保职工5861人；为403户
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307.53万
元，惠及参保职工16388人。

接下来，万盛将深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战略，紧盯目标、狠抓落
实、创新措施，统筹抓好“稳就业”“保居
民就业”等各项工作，把稳就业的各项
措施真正落地、落实、落细，稳定就业局
势，推动万盛高质量转型发展，全力迈
向高品质生活。

吴志杰
图片由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提供

万盛经开区“直播带岗”招聘活动

万盛经开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专场招聘会

稳就业 保民生 促发展
聚焦重庆市就业创业工作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