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东 赵

朝林）笔者从区人社局获悉，2019年

“百万英才兴重庆引才活动”于近日

启动，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

组织有用人需求的大型民营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等各

类企事业单位赴国内 11 所高校开

展巡回招聘会，引进一批急需紧缺

人才。区内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

可报名参加。

据悉，本次引才活动将于 9 至

10月举行，分别组团赴西安、兰州、

武汉、北京、成都、哈尔滨、长沙、南

京、上海、合肥、长春等城市，通过召

开专场招聘会、政策推介会及交流

座谈会等活动，引进以硕博为主的

全国双一流大学应届毕业。参加单

位的食宿均由市人社局承担。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区内有意愿参加的用人单位可以在

8 月 25 日前登陆重庆人才工作网

（www.cqtalent.com），进入“鸿雁计

划”专栏注册登记，免费发布招聘需

求。在该网站发布招聘需求的用人

单位通过审核后就有机会参加巡回

招聘会。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

的岗位信息应与引才高校专业对

口，学历在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不

低于引才高校毕业生平均薪酬。

“百万英才兴重庆引才活动”启动

我区用人单位可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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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跃）为进一步

打造良好人居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提升城市颜值，8 月 8 日，区城市品

质提升领导小组组织城管、公安等

部门对城区一栋居民楼顶的违法建

筑进行强制拆除。

此处违法建筑位于文龙街道核

桃湾社区，非法占地面积达 550 平

方米。在拆除现场，记者看到，施工

人员正在逐一对违法搭建的建筑进

行清理，拆除。据悉，自区城市品质

提升领导小组开展城区违建专项整

治行动以来，已累计签订拆除协议

906 户，处罚违章建筑 123 户，完成

拆除整改面积40444平方米。

区城市品质提升领导小组工作

人员欧小军说，下一步，将加大宣传

力度，以强拆推动自拆，在全区范围

内营造违法建筑整治的高压态势。

同时，进一步加大清理摸排工作，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责令业主在规定时

限内进行拆除和整改，对逾期未进

行拆除和整改的依法进行强制拆

除。

又一违法建筑被依法强拆

本报讯（通讯员 尧建红）近

日，石角镇市场监管所成功调解一

起消费纠纷，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当天，石角镇市场监管所接到

群众明某投诉称，其在石角场镇令

某处购买一批价值近三万元的建筑

材料，因某些原因进行部分退货，但

是令某却不按照购买价格进行退

款，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处理。

该所调解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

联系了卖家令某，并将当事双方约

到办公室进行耐心细致地调解。最

终双方达成和解，令某退还明某

3600元货款。

据悉，石角镇市场监管所自今

年4月29日成立以来，大力维护市

场秩序，力保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

目前共接到投诉5件，处理5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元。

石角镇市场监管所

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酒在窖中藏得冷，却在窖外卖得火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实习生 谭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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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给我来两斤酒，要放得

久一点的。”

“要得，还是给你装高粱酒哈。”

8月5日，熟客又来到鸿福酒坊，找刘

洪买酒。

刘洪在古南街道沱湾社区经营

一家酒坊。与众不同的是，他的酒

借助“冷空气”走出了一条特色路，

短短4年时间开了两家分店。

记者走进鸿福酒坊，不禁吸了

一口冷气，只见酒坊四周全是石壁，

屋顶有层隔热板，因此顿感清凉。

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者看到大小不

一的酒坛整齐摆放在酒架上，酒坛

上的小条幅注明着酒的种类和存放

日期。

“我们所售的酒主要是高粱酒、

五谷杂粮酒和茅台酱香酒，除了直

接销售储存数年的窖酒之外，客人

也可以将自己的酒存放在酒坊的酒

窖里。”刘洪说。

酒窖藏酒，比普通酒好在哪里？

“酒窖存放的酒，要经过专业封

坛，容器是特制的陶土坛，再加上酒

窖通风避光，所以酒的口感更好，香

味也更浓。”刘洪介绍，许多顾客起

初对这种方式并不认可，但体验后

发现酒窖内的气温确实比室外低不

少，于是开始慢慢接受。

经过酒窖冷藏，刘洪的酒比市

场上同款的酒的售价要高出15元每

斤，但顾客的购买热情仍然不减。

除了挣一笔“冷藏钱”，刘洪还

能挣笔“托管费”。刘洪说：“顾客也

可以选择将酒放在这保存，每斤酒

收取1元每年的托管费，目前托管了

60多吨酒。”

刘洪在綦江共建有3处酒窖，除

了鸿福酒坊外，还有位于古南街道

的防空洞酒窖，占地 7000 余平方

米。“客人也喜爱防空洞酿的酒，因

为更密闭一些。”刘洪说，但防空洞

的湿度相对来说更大，酒坊内的湿

度低一点，所以两者各有优点。

“每逢盛夏和春节，是酒坊生意

最好的时候。”说到这里，刘洪露出

了满足的笑容，顾客们甚至会排起

长队，把酒买来当礼品送人。

如今 ，刘洪的藏酒库面积达

10000余平方米，藏酒量400多吨，年

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元。接下来，

刘洪准备利用酒坊的特色发展体验

购酒，同时将藏酒的年份与顾客生

日联系起来，增加窖酒的附加值。

“各位代表，明天我帮扶的贫困

户要杀一头牛，有意向购买的请和

我联系，保证土货，绝对散养。”

“代表们，蟠龙村贫困户散养的

土鸭子可以买了，需要的和我联系，

味道很巴适哦。”

……

连日来，古南街道人大代表小

组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不时弹出消

息，纷纷为乡亲们的土货“代言”。

今年初，古南街道人大工委经

过多次走访贫困户，发现不少贫困

户都搞起了养殖，但苦于规模小，没

销路，收入仍然不稳定。

为了解决贫困户土特产的销售

难题，古南街道人大工委组织代表

们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户，利用各

自的朋友圈帮忙卖土货。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

街道有22个人大代表，按每个代表

有 300 个微信好友计算，少说也有

6600 人的客户量。”人大代表郑奇

说，贫困户的东西都能保证是地道

的土货，现在都讲究绿色生态食品，

就算比市场价略高，照样不愁没人

买。

想法一出，人大代表们积极行

动，朋友圈顿时变成了“土货菜市

场”，一天要吆喝好几次。

“在帮扶代表的帮助下，我又多

养了10头牛，500余只土鸡，土鸡还

过两个月就能出栏了，摘下贫困户

的帽子没问题。”南山村贫困户蔡永

洪笑着说。

据了解，古南街道人大工委开展

“我为乡亲卖土货”至今，共帮助贫困

户销售蔬菜2000余斤，鸡蛋1500余

个，黑猪 9 头，土鸡 150 只，土鸭 180

只，牛4头，共产生经济效益10万余

元，助力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人大代表为土货“代言”
古南街道贫困户创收10万余元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实习生 谭于蓝

刘洪的酒窖藏酒量达400多吨 实习生 谭于蓝 摄

时至立秋，水稻逐渐成熟,。为了有个好收成，各地村民纷纷加强稻田管理。图为近日，东溪镇

上书村村民赵福成在田间清理浮萍，以免其与水稻争肥。 通讯员 余明发 摄立秋农事忙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雨棚

建好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暴晒我

们都不怕了。”近日，在永新镇农贸

市场旁的自贸区域摆摊售卖自家新

鲜蔬菜的村民称赞说，前些日子刚

搭好的雨棚直接挡住了烈日。

位于龙凤大道的永新农贸市场

7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内有蔬菜、

水果、肉类、活禽宰杀等分区。新的

农贸市场不仅方便了镇上居民采

购，也吸引了附近村民前来售卖自

家土货。“当初建立农贸市场时，考

虑到会有村民前来卖土货，我们特

意在室外留了块 300 多平方米的空

地。”永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天气愈加炎热，新问题出现了，由于

没有遮挡物，村民辛苦背来的新鲜

蔬菜很快被晒焉，村民也酷热难耐。

怎么办？考虑到实际问题，永

新镇立即启动“雨棚计划”。不到 3

天时间，一块面积约327平方米的雨

棚，顺利安装在这块空地上，给买土

货的村民遮阳挡雨。

“这块不大的雨棚不仅帮我们

遮阳避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

政府的关爱。”如今，谈及这块雨棚，

永新镇群众无不夸政府好。

永新镇搭建民生雨棚

不仅遮阳挡雨，更暖了民心

本报讯（记者 邓大伟 实习

生 刘柳吟）8 月 7 日，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将于 9 月 19 日至 20 日在綦举行。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秘书长周

君、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光、副区

长刘芳敏出席会议。

据悉，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

作大会由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主

办，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綦江

区人民政府承办，以“创新激发活

力，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期间将

组织开展高峰论坛、宣传推介、合作

洽谈、实地考察等丰富的活动，为全

国民营企业搭建起一个高端、开放

的学习交流平台。

发布会上，刘芳敏重点介绍了

綦江举办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

大会的优势。她说，綦江交通便捷、

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发展平台不断

拓展、投资优惠丰厚实在、营商环境

值得信任。其中，为了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区委、区政府向广大投资者

郑重承诺，“事情不过夜、三天有着

落”；全面落实“企业减负30条”，科

学制定“人才引进暖心10条”，及时

推出10亿元规模的企业纾困资金，

有力助推民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綦江还专门成立了政务服务办、政

府效能办、民营企业服务中心等职

能部门，做到第一时间回应企业诉

求、第一标准服务企业需求，努力让

每一家到綦江投资的企业感受到有

速度、有温度、有态度的良好营商环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