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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节前文化市场安全巡查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春节

临近，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文化市场

经营秩序，1 月 30 日上午，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朱川率队对我区文

化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副区长刘芳敏一同检查。

巡查组一行先后来到营盘山

广场CFG电影院、蓝钻在线网吧和

欢乐迪KTV，重点巡查营业执照是

否齐全和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情况，

要求经营单位业主在思想上要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高于一切”的经

营理念，特别是要注意场所内消防

灭火器、应急照明灯是否能正常使

用，安全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安全

隐患。

巡查组指出，要注重细节，不

要让已有的设施形同虚设，切实发

挥作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及时

整改落实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存在

的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应急力量建

设，安排专人负责，确保春节期间

安全生产经营，让人民群众过一个

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竹萱）1

月 28 日，记者从区卫健委、区妇幼

保健院联合召开的 2019 年綦江区

“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工作启动会

上获悉，今年我区将为2.4万名农村

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

据悉，2018年我区开展“两癌”

筛查超1.9万人次，其中，宫颈癌检

查超 1.1 万余人次，乳腺癌检查超

0.8万余人次。

2019 年我区农村妇女“两癌”

检查时间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

年10月20日，检查单位有区人民医

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文龙

街道通惠卫生院、三江街道卫生

院、石角镇中心卫生院、永新镇中

心卫生院、三角镇中心卫生院、隆

盛镇中心卫生院、永城镇卫生院、

新盛镇卫生院、中峰镇卫生院、横

山镇卫生院、石角镇蒲河卫生院、

三角镇乐兴卫生院等15家医院，其

中 3 家区级医院、三江街道卫生院

包含 HPV 检查项目。凡 35-64 岁

农村妇女，持身份证或户口本到以

上检查单位即可享受宫颈癌、乳腺

癌的免费检查。

2019年“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启动
将惠及2.4万名农村适龄妇女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竹萱）

2019年区“致敬四十年 奋进新时代”

主题广场民间民俗系列文化活动将

于2月6日-2月10日在传綦世界广

场和工会体育场亮相。活动共组织

民俗表演4场、民间文艺表演8场、

广场拉卡 OK 大家唱 8 场，涉及川

剧、秧歌、广场舞、民间民俗等。

记者了解到，民间民俗文艺表

演创作编排有音乐情景剧《当青春

遇上爱》、舞蹈《生命的天使》、合唱

《你到横山来》等反映改革开放40年

成就的节目，还有歌舞《美丽中国

年》、舞蹈《小青衣》《鼓舞新时代》等

节目，并邀请了京剧、川剧和凉山灯

戏等戏曲展示，展现浓浓的年味。

2月6日—10日，看民间民俗文化表演去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月

28日，丁山镇举办2018年度道德模

范表彰大会，对该镇34名道德模范

人物进行了表彰。

“没想到我会受到表彰，我就做

了自己该做的事。”最美扶贫人道德

模范刘小兵说。现场受表彰的有党

员干部，有教师，也有村民，他们虽

然年龄有别、岗位不同，但他们的感

人事迹、善行义举温暖着身边每一

个人。

丁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这次表彰大会，就是希望鼓励这些

先进代表自强不息、再接再厉，在各

自的领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

引导全镇广大干部群众以榜样为

镜，与先进同行，为建设“高山湖泊、

康养丁山”作出更大贡献。

以榜样为镜 与先进同行
丁山镇表彰34名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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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重庆跃龙杭萧钢构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来到綦江区人社局，给

公司进行数据维护时，惊奇地发现，

公司需上缴的社保费金额特别少。

原来，该公司申报的困难审查合格

了，从2018年1月起，该公司社保五险

缴费部分按困难企业的低费基政策

享受相关优惠。

让政策落地生根

去年底，市人社局出台《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十六条措施》，瞄准民营

经济的痛点和堵点，精准发力，激发

其活力，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这样

的政策如何能够落细、落实？怎样让

企业真正得到实惠？在綦江已有探

索与实践。

“民营经济 16 条”里，“干货”颇

多，尤其是通过失业和社保补贴加大

民营企业稳岗支持力度、通过创业贷

款加大融资扶持力度、完善人力资源

市场，加强民营企业就业用工服务、

继续实施社保降费政策，深入实施引

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等内容，

均能让企业享受到实惠。

“民营经济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因此我们必须把政策宣传落

实到位，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綦江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对照

“民营经济16条”中的有关要求，迅速

优化办事流程、精减材料、公开公布，

确保“干货”落到实处。

抓好各项工作举措落地的不仅

仅是区人社局。去年11月，綦江区民

营经济发展表彰会暨走访服务民营

企业动员会召开，截至1月5日，共设

立63个走访组，对438家民营企业进

行了走访，民营企业反映了引才用

工、政策落地、创业发展等 616 件堵

点、痛点、难点问题，其中，现场解决

61件，政策解释53件，转办研究502

件。

助企业享受实惠

对企业来说，社保降费无疑是看

得见的利好。前文所述的跃龙杭萧

钢构有限公司，便享受到了一项名为

“小微困难企业降费政策及相关险种

费率调整”的政策。该负责人介绍，

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挑

战大，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綦江认

真帮助企业度难关。

“我们打出了‘组合拳’，进一步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运行成本。”该负

责人说，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从20%降至19%；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8%

降至7.5%；失业保险总费率从2.5%降

至1%，其中企业承担部分比例由1.5%

降为0.5%；生育保险总费率从1%降至

0.5%，工伤保险总费率浮动最高超过

4%；申报并审批的小微企业，其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可以比

照个体工商户执行；申报并审批的困

难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低于社平

工资60%的，其社保险费单位计缴月

平均工资按不低于市最低工资标准

核定。

去年以来，綦江申报享受小微企

业798户21098人，申报享受困难企

业690户27930人，同时申报享受小

微困难企业604户17498人，社保总

降费超过2.81亿元，企业实实在在地

享受到了实惠。

帮企业排忧解难

“民营经济16条”中，与用工、人

才等方面有直接关系的达到了6条，

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的焦点问题，綦

江也针对上述若干问题进行了细化

和落实。

去年，綦江区人社局组织开展各

类招聘会437场，发布招聘信息1964

条，职介成功5068人，重点信息产业

送工5726人。通过定期开展企业缺

工调查，及时掌握企业需求信息，通

过人力资源市场、组织招聘会、校企

合作订单式培养、安排职校学生顶岗

实习等渠道，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

题。同时，探索建立人才智力共享机

制，征集27名行业专家为创业导师志

愿者，为区内企业项目提供智力支

撑，加强人力资源培训，为民营企业

解决用工难题。

此外，将用工在200人以上的企

业作为当年重点培育对象进行扶持

培育，实现企业得实惠，政府强税源，

就业有岗位。

种种措施，让綦江的创业就业生

态环境更加良好。

“人力社保工作，关乎民生稳

定。”该负责人表示，今年将深入抓好

就业、社保、人才、治欠保支、扶贫、乡

村振兴等工作，扎实推动人力社保事

业改革发展，努力为全区发展服务。

贺娜 刘廷

据1月30日《重庆日报》

綦江 发挥人社职能作用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近日，区老干局离退休老干部书法摄影组送春联进社区活动走进古南

街道沱湾社区。一副副内容精彩、字迹养眼的春联从书法家手中新鲜出

炉，受到社区居民的称赞欢迎。 特约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松）近日，

綦江论坛与驻綦江服务站志愿者

之家携手爱心企业走进石壕镇万

隆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助力弱

势群体”公益活动。19户建卡贫困

户、5 名留守儿童分别获得慰问品

和慰问金。

“版主，可不可以组织大家参

加爱心公益活动哟？”2018年年底，

綦江论坛网友纷纷表示希望通过

论坛这一平台参加相关公益活

动。随后，綦江论坛、驻綦江服务

站志愿者积极联系石壕镇，经过电

话沟通、走访调研，筛选了万隆村

19户建卡贫困户、5名留守儿童进

行入户慰问。

“我打心里感谢叔叔阿姨们，

今后一定会好好学习。”12 岁的杨

灏塬接过送来的礼物，表达了真诚

的感谢。

60岁的王文宾、赵福秀夫妻二

人从小残疾，靠低保维持生活。志

愿者与他们摆龙门阵，询问他们的

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生活，克服困难，好好养病，

并对其作了帮扶登记。

活动现场，医疗志愿者们还为

老人、留守儿童及村民免费测血压

血糖、检查视力等，并发放了200余

张免费医疗卡。綦江论坛的志愿

者们还为村民书写春联40副，送出

网友们的新春祝福。

近日，沙溪小学党支部在职党员走进沙溪社区开展写春联送温暖活动，免费向市民送出1000余副春联。 记者 陈星宇 摄

綦江论坛搭台

志愿者走进大山送温暖

1月29日，“歌唱新时代·共圆中国梦”古南街道2019年迎春文艺汇演在

长风广场举行。诗朗诵《放歌改革开放年》描绘出改革开放40年的丰收画

卷，情景表演剧《文明我点赞》向居民宣传文明出行、安全过斑马线等文明礼

仪，还有歌伴舞、秧歌舞、古筝独奏等10余个文艺节目登台迎新春。

记者 杨子路 摄

墨香浓情迎新春墨香浓情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