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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2018年度灵活就业人员
社保补贴开始申报

重庆“志街”：唱响《学习雷锋好榜样》
（上接 1 版）让胡钰堃更开心的

是，父母收看节目时，在电视上看到

了自己。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作

为一名志愿者，看到雷锋精神和志

愿服务精神得到更多人的传承，这

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今后，他希望

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影响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到志愿服务及公益活

动中来，传播社会正能量。

“在参加快闪活动时，我看到了

庞大的志愿团体。大家来自不同的

领域，因为同样的情怀相聚在一

起。”沙坪坝区社区志愿者汪露说，

收看了央视的节目后，她更加感受

到志愿服务是一份伟大的事业，志

愿者在关怀社会的同时，也传递了

爱心，温暖了人心，让社会更有温

度，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服务社

会的行列中来。

“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交流

了许多志愿服务的故事，分享了志

愿活动经历，规划了志愿行程，感受

到了志愿团队的庞大力量，有种相

见恨晚的感觉。”渝中区乐此公益志

愿者郭菁华表示，这次快闪录制经

历，让她真切地感受到志愿服务的

魅力，更点燃了一份热情。

作为志愿服务组织的负责人，

郭菁华说，看到自己参与录制的节

目出现在央视屏幕上，更加明确了

志愿服务的方向和目标。她认为，

志愿服务一定要制度化、规范化和

常态化，紧紧围绕国家政策，建成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布局合理、管

理规范、服务完善、充满活力的志愿

服务组织体系，成为推进人们相互

关爱、传递文明的重要渠道，成为增

进社会信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

会和谐的有生力量。

重庆农民管乐队登上央视舞台

“说句良心话，我以前做梦都想

不到能在央视与国家交响乐团同台

演出。”3月5日晚，南岸区迎龙镇北

斗村农民管乐队队员张玉福在接受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月28日，北斗村农民管乐队的

8 位队员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演

奏家在央视录制“文明之光 志愿中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宣传

特别节目。3月5日晚节目播出后，

一曲《志愿中国》让观众见识到了重

庆农民管乐队的真功夫。

2012 年初，在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的建议下，北斗村农民管乐队成

立。“国家交响乐团的老师每年都会

来村里指导，我们还和老师加了微

信，有问题就在网上请教。”张玉福

说。

张玉福介绍，正式录制前，他们

还在北京海淀区住处附近的一个公

园里排练了两天，“当时，北京白天

室外气温不到10℃，但没人觉得冷，

大家心里都暖洋洋的！”彩排时，农

民管乐队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演

奏家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磨合时

间，演奏家们非常热情，悉心指导他

们，“这个音符要合拍，大家别紧张

……”

2月28日下午5时，《志愿中国》

正式录制。4分钟的录制结束之后，

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队员李华琴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节目录制完成

后，大家还被邀请到北京音乐厅去

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的

“我们来啦”室内音乐会。

回到重庆后，南岸区迎龙镇北

斗村农民管乐队也多了一个“小目

标”：希望乐队以后能够走出国门，

在海外展现中国新时代农民的风

采。

让更多人感受巴渝人文之美

快闪《学习雷锋好榜样》同样让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志愿者李扬印

象深刻：“这个节目在磁器口古镇的

‘志街’取景拍摄，融入了快闪的形

式，非常新颖。”

情景音诗画表演《我们都是志

愿者》、歌曲《姐姐》、群口相声《我是

志愿者》讲述了雷锋精神的丰富内

涵，也让李扬这位在重庆工商大学

教授法语的“80 后”老师感触颇深，

“服务观众的同时，自己收获了快乐

的心情，也逐渐学会了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2017 年，李扬偶然听了三峡博

物馆志愿者肖莉讲解《历代瓷器》，

她第一次觉得那些看似普通的瓶瓶

罐罐非常有意思。2018 年，她经过

考核成为该馆讲解《历代瓷器》的志

愿者。

“做了志愿者之后，我经常带着

我的学生来博物馆参观。”李扬说，

许多大学生还没有养成参观博物馆

的习惯，也不知道该怎么参观博物

馆，“我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懂得

如何正确地欣赏展品、爱上博物

馆。”

李扬说，她任职的重庆工商大

学国际商学院经常会接待外宾，她

常常会向外宾推荐三峡博物馆，让

外国朋友在博物馆中品味重庆厚重

的文化底蕴。“今年，我准备讲解《壮

丽三峡》，希望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

优势，把重庆的自然、人文之美讲给

观众听。”她说。

据3月6日《重庆日报》

“他来我们村担任‘第一书

记’，是我们全村人的幸福……”

日前，区城管局收到来自东溪

镇草坪村村民的一封信，信中村民

朴实的言语中寄托的真情实感让

人心生暖意。

带着这份感动，近日，记者来

到草坪村，见到了原区城管局市容

广告科科长，现在是草坪村“第一

书记”的王明浪。

接过“脱贫棒” 算清增收账

“幸亏有去年腊月的那几场

雨，彻底把地浇透了，不然这些茶

苗不会长这么好。”一大早，王明浪

没有到办公室，而是先前往茶叶基

地，查看茶苗长势。

“虽然目前来看茶苗长得还不

错，但毕竟才种不久，茶苗能否真

正存活，还得看它们是否挺得过这

个夏天。”正因如此，村上新栽种的

125亩茶苗成了王明浪心头最操心

的事。

“以前草坪村是个‘空壳村’，

为了壮大集体经济、促农增收，去

年我们成立了重庆市綦江区创扬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集中打造茶叶

示范基地。”王明浪在去年8月来到

草坪村担任“第一书记”，接手工作

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茶叶产

业发展。

从考察学习、写材料、交资料、

申请资金，到平基、松土、种苗，王

明浪每一个环节都竭尽全力，不敢

有一丝懈怠。

为了村里的产业发展，王明浪

不仅奔走于眼下，还要思考未来。

“茶叶要3年后才能投产，这是一个

长期投入的过程，为了降低成本，

我们马上要在茶叶地里套种花

生。”王明浪说，套种花生也是多方

请教，请了专家前来指导之后，才

确定的。

在100余亩茶叶地里套种花生

50亩，花生亩产300斤，自己再购进

机器设备将花生加工制作，以8元/

斤的价格售出，一年下来，能有十

几万元的毛收入，每一笔账王明浪

都精打细算。

王明浪深知，单纯靠集体发展

经济存在缺乏专业管理人员、市场

竞争力弱等问题，他盘算着，有机

会还得引进业主，让产业发展市场

化，才能走得更远。

向“娘家”求援 解百姓之需

清洗过滤池、安装管道、安装

路灯、购进黑猪……查看完茶叶的

情况，王明浪回到办公室同驻村干

部周顺德一起，对下一步重点工作

进行梳理分工。

王明浪提到的每一件重点工

作，对于草坪村村民来说都是喜

事。其中，过滤池的清洗将有效解

决全村自来水水质差这一问题，这

也是村民在信中深表感激的一件

事。

原来，草坪村的过滤池由于使

用时间长，池底堆积了很多沉淀

物，这样一来，从过滤池过滤的水

质量就得不到保障。

王明浪见状，决心要清洗过滤

池。

想法虽好，但钱从何来？现实

的问题没有难倒王明浪，他说：

“‘夫家’有困难就找‘娘家’帮忙。”

于是，王明浪厚着脸皮回到区

城管局“求助”，向水务局争取支

持，在王明浪的奔走努力下，AB消

毒剂、海沙、无烟煤颗粒等材料运

到了草坪村。在争取支持的过程

中，王明浪还额外争取了波纹塑料

管道 300 余米，用于解决农田灌溉

问题。

“我们这附近因堰沟损坏，无

法引水灌溉农田，现在好了，管道

有了，今年可以放心大胆地种水稻

了。”草坪村6组村民周世元说，王

明浪为村上所做的一点一滴大家

都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

心系贫困户 帮扶有实招

“朝兵，别着急，我们已经跟贵

州那边联系好了，过段时间黑猪就

能拉过来。”中午11点半，趁着村民

们都在家，王明浪来到杨朝兵家，

告知他购进黑猪的最新消息。

“要得，有王书记帮忙联系我

放心。”一边说，杨朝兵夫妇一边拉

着王明浪参观自家新修的猪圈。

杨朝兵家的新猪圈十分整洁，

杨朝兵自豪地为王明浪介绍起来，

就连不会说话的妻子欧英美也抑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停用手势示

意猪圈内喷嘴的功能。

杨朝兵的妻子欧英美是聋哑

人，且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两个

学龄孩子，因残因学致贫。

王明浪来到村上后，每天都会

抽时间走访农户，在摸清村里每家

每户情况的同时，增进与村民之间

的感情。在走访中，王明浪了解到

杨朝兵夫妇是勤快人，就主动为其

制定脱贫计划，

“黑猪出栏后平均每头能卖

2000元，还有700元的补贴，如果养

20头，一年下来就有5万多元的收

入……”在细细算账后，王明浪鼓

励杨朝兵规模养殖黑猪，并积极帮

忙与银行对接。

如今 3 万元的无息贷款已放

款，杨朝兵的新猪圈已建好，万事

俱备就等猪仔。现在，杨朝兵脱贫

致富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驻村“第一书记”王明浪的一天
本报记者 成蓉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王明浪查看茶苗长势 记者 成蓉 摄 欧英美展示自家新猪圈 记者 成蓉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庞芳 通

讯员 张平贵）近日，记者从区人力

社保局获悉，2018年度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符合

条件人员可在3月25日前，携带相

关材料前往就业登记地街道（乡镇）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进行申报。

据了解，2018年度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政策有了新变化，包括取消

户籍限制、社保补贴对象进一步扩

大等内容。

新政策取消了户籍限制。享受

社保补贴不再要求是城镇户籍，符

合条件的原农村户籍人员也可申请

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了。

补贴对象进一步扩大，目前共

有4类就业困难人员可以申报享受

补贴。据了解，在原3大类人员（我

区户籍登记失业“4050”人员、低保

家庭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的基础

上，新增加了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

校毕业生。同时，此4类人员在我区

行政区域内实现个体工商户雇工、

网约车驾驶员等4种类型灵活就业，

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可申请享受补

贴。

“目前申请的是2018 年7 月至

12月的补贴，2018年度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申报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3

月25日。”该局工作人员表示，社会

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原则，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就业登记和补贴

备案登记后，向就业登记地街道（乡

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申请上

一年度补贴。

本报讯（记者 张静 通讯

员 王俊）眼下正值春耕春播关键

时期，为确保农户种植生产工作顺

利进行，日前，区农委组织农技师

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

题，指导农户做好农作物播种工

作。

“移栽的时候一定要浇定根

水。”“尽量不要施尿素肥，花才开

得好。”记者在三角镇彭香村看到，

农技师梁羽正拄着拐杖，在田间叮

嘱农户种植金丝皇菊的注意事项。

去年，彭香村种植的金丝皇菊

由供苗单位提供种植技术，但最终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今年村

里专程邀请农技专家到村指导。

“几个月前，梁大姐下乡的时候意

外骨折了，但听说我们村种植金丝

皇菊有困难，她二话没说，拄着拐

杖就来了。”彭香村党总支书记王

勇说。

从选苗育苗、翻土移栽到周期

管护，梁羽仔细给现场管理人员和

农户讲解示范，并告诉农户，之后

栽种管护的重要节点她都会到现

场指导，如果农户有什么问题，也

可以直接电话咨询她。

对于梁羽的指导，农户们十分

感激。“这次培训很及时，听了专家

指导，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多细节要

注意，这些都对今后的管护帮助很

大。”农户彭启云说，“种植技术有

了，我们也更有信心把金丝皇菊种

好。”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高度重

视农业发展，组织农技师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生产，帮助农户

解决各类生产难题，适时开展各类

种植养殖技术培训，把技术送到群

众家门口，助推农业产业发展。

农技帮扶送到家

本报讯（记者 刘琦）近日，为

庆祝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区

妇联联合区门球协会，组织开展门

球比赛，来自全区各街镇社区的13

支队伍，130 名女性门球爱好者参

加比赛（如图）。

比赛现场，选手们手握球杆，

聚精会神，现场观众热情喝彩。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綦齿二队、长生

沟社区队、文昌宫社区队等队伍获

得奖励。

区门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八”妇女节是女性的重要节日，

希望通过活动丰富我区女同胞业

余生活，进一步推动门球运动发

展。

门球赛展女性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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