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本报讯（通讯员 文雨）近段时

间以来，东溪镇结龙村建卡贫困户

王永香每天都到该村便民服务中心

附近的巾帼草制品加工坊“报到”，

与其他村民一起编织草鞋赚零花

钱。

据了解，东溪镇结龙村为了壮

大集体经济，开展就业扶贫，促进贫

困妇女脱贫增收，指导村民秋收后

晾晒稻草，租用村民闲置住房，组织

在家妇女建立草鞋编织队，利用农

闲学习草编技术，凡是该村的农妇

均可向村集体申请制作草鞋的编织

工具，编出的合格成品将由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联系企业进行收购，在

带动贫困家庭创收的同时，助力村

集体经济增收。

据悉，目前该加工坊由于带动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成效显

著，已经被认定为我区就业扶贫车

间。

一根稻草编出就业梦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侯明玉：责任在肩 心中有“度”

2019年,共有1325人申报各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申报中

级、初级的有1010人。目前，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已完成，通过986人。

通讯员 董强

日前，在全市体育工作会上，我区体育局被评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体

育场地统计调查重庆市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综合管理示范单位，营盘山

体育公园荣获2019年市级城市体育公园。 通讯员 姚斌

去年12月10日起，我区全面启动农村留守老人信息系统录入工作，为

完善关爱留守老人保护政策提供数据支撑。目前，系统录入工作已经结束，

共计录入农村留守老人536名，实现了农村留守老人信息系统化管理。

通讯员 邹卓颖

去年以来，古南街道大力推进对各村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组建了

百步梯文艺队、綦齿舞之美合唱团等12个文艺团队，排练了120余个节目，

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通讯员 刘雪秋 施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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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名职工领到技能补贴
本报讯（通讯员 文雨）为充分

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

的作用，我区积极鼓励参保企业在

岗职工提升职业技能，稳定就业岗

位。去年以来，全区共有 530 人申

请了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累计发放

补贴88.5万元。

据悉，凡是在渝注册并依法参

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企业中法定劳动年龄段在岗参保职

工，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

险费满12个月及以上；自2017年1

月 1 日起，在岗缴纳失业保险费期

间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

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

个月内，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职业资

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原件、本人社

会保障卡或个人银行卡原件到本人

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他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一切工作以安全为前提；他大力倡导科技兴矿，亲自带头搞攻关；他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努力改善煤矿生产作业环境；他精心组织安全生产，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

就是先后荣获重庆能源集团、渝新公司颁发的十佳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安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能源集团渝新公司石壕煤矿矿长侯明玉。

矢志不渝抓安全
铁面无私有“力度”

“员工的安全高于一切，安全不

作为就是最大的失职。”这是侯明玉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制定“铁律”：“凡是生产现场

出现严重影响安全生产的隐患，现

场员工都有权且必须主动停产，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生产”。正是

这种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坚持“管

生产必须管安全”的精神，才确保了

矿井持续安全健康发展的态势。

侯明玉，扎根煤海 19 载。2017

年9月，侯明玉被任命为重庆能源集

团渝新公司石壕煤矿矿长，也是渝

新公司第一批“80后”矿长。他牵头

清理、修改、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出

台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意见》

《安全生产调度管理办法》《安全应

知应会“过三关”实施办法》等规章，

健全了安全管理机制。

侯明玉从 2010 年 11 月担任矿

级领导以来至2019年，下井检查指

导工作1722天，其中带班614天，井

下现场办公229次，带领员工生产原

煤 919.26 万吨，担任石壕煤矿矿长

以来实现了安全“零目标”，2018年，

矿井荣获“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

和“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安全先进集

体”称号。

身先士卒搞科研
技能精湛有“深度”

“科技创新是推动矿井科学发

展的源动力、助推器和加速器。”侯

明玉深知，煤矿要持续安全发展，必

须坚定走“科技兴矿”之路。

近两年来，矿井回采首块12号

煤层南11231工作面，回撤重庆能源

集团最大液压支架的南18210 工作

面，首次更换西南地区最深的二号

副立井罐笼尾绳……面临一个又一

个难题，作为矿长的侯明玉，落实科

技项目“一把手”工程，坚持带头深

入现场、带头分析研究，构建起矿、

科、队、班四级科技攻关管理体系，

有效化解了各个生产难题。

一直以来，瓦斯是制约矿井生

产能力发挥的关键点。侯明玉创新

思维治理瓦斯，引进的3500型、4500

型等大功率钻机施工抽放钻孔，实

现了采煤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全矿

还在工作面实施“隅角正向抽排”技

术，有效地杜绝了隅角瓦斯积聚的

问题。2019 年，矿井抽采单孔浓度

最高达到 95%以上，矿井抽采率达

68.5%，同比提高了 2.7%，不但降低

了瓦斯治理成本，而且保证了矿井

部署的正常兑现。

心细如发重落实
科学管理有“尺度”

没有利润和效益，企业就不能

健康发展，侯明玉不仅自己努力做

到精细管理，还常常与班子成员一

起商讨科学管理的路径，努力提升

矿井管理水平。

在生产效益上，他坚持按需求

抓生产、向管理要效益。2017年，在

他的主持下，28公里煤柱解压和北

五区设计全部完成，增加矿井储量

约130万吨，为矿井向深部延伸赢得

了主动；优化 S18210 一次切割巷设

计，多回采原煤 4.6 万吨，增效 2000

多万元；优化N1841工作面设计，实

现了多回采原煤10万吨，少施工巷

道150米，间接创效约3400万元。

在侯明玉的带领下，全矿上下

真抓实干、锐意进取，矿井综合实力

明显增强。2019 年，矿井安全生产

原煤 175.39 万吨，成为重庆市年生

产原煤量最高的矿井，原煤产量连

续5年刷新历史纪录，员工收入也实

现了稳步增长。

以人为本重民生
关心员工有“温度”

在侯明玉心里始终装着两件

事：一是安全发展，二是为员工谋福

利。他强力推进一级安全生产标准

化矿井建设，改善员工的作业环

境。2018 年以来，投入到安全生产

标准化整治的资金达2000多万元。

同时，每年投入400多万元加大班组

建设力度，固化开展班组活动和岗

位人员培训，员工综合素质得到进

一步提升。

员工利益无小事。侯明玉发

现，一线员工口罩防尘效果不好，他

立即提议为员工更换呼吸通、防尘

好的口罩；井下员工下夜班时往往

餐馆已关门，他决定重新开设24小

时营业的员工食堂；员工停车位非

常紧张，他就利用废弃地块修建停

车场……担任矿领导以来，他从细

节入手，切实为员工解决了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员工感受到了

家一般的温暖。

＇＇

通讯员 潘锋 罗喜林

矿长侯明玉在井下检查 通讯员 罗喜林 摄

近日傍晚，赶水镇双丰

村，兰海高速綦江段赶水镇出

口匝道，途经这里的大小车辆

留下各色灯光轨迹，为山村的

夜晚增加了一道迷人的色彩

和灵动的美感。

近年来，作为“渝南交通

枢纽”和“渝南黔北物资集散

地”的赶水镇，凭借得天独厚

的交通优势与地理条件，着力

推进商贸物流与物资集散，有

效带动了二三产业的良好发

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全面进

步，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山村
霓虹

（上接1版）据介绍，目前入驻市

民服务大厅的区级部门有28 个、工

作人员 350 人，设置办件服务窗口

255个，包括水、电、气、讯等服务单

位6家，银行4家，自助服务区6个，

集中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1071

项，让群众“进一道门、办所有事”。

同时，对需跨多部门或一个部

门跨多个窗口办理的事项，采取“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工作模式，实现多部门多

事项无差别全科受理、综合窗口统

一拿件。目前，9个部门审批服务事

项已纳入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

理”，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林业、卫

生健康、民政等10个部门即将纳入，

不动产登记、税务、出入境、社保、医

保、婚姻登记、公证等业务量大、专

业性强的事项按功能分区纳入专区

综合窗口“一窗受理”。

此外，为简化入驻企业办理流

程，綦江推行“执行首席代表负责

制”与“重大项目全程代办”制度，实

现接件、办件、出件一体化并提供全

过程无偿代办服务，大幅提升了审

批效率。

精准化帮扶 解决融资难题

“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企

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綦江针对性地

采取了多种精准帮扶措施，为企业

解除后顾之忧。

针对周转资金缺，綦江对接银

行推出10亿元规模的纾困资金，帮

助有市场、有前景的企业渡过难

关。不仅建立了首期规模2000万元

的工业企业流动性贷款风险补偿基

金，还运用企业发展基金为118家区

内企业提供320笔转贷借款，转贷金

额达11.3亿元。

针对担保费用高，则继续加大

担保补贴力度，按行业性质对担保

贷款企业实行担保费补贴，降低企

业担保融资成本1—2个百分点。

针对抵押物资少，不断完善增

信基金服务方式，扩大增信基金服

务范畴，累计发放增信贷款 118 笔

4.55亿元。

针对融资渠道窄，出台了支持

企业上市的一系列举措，2019 年新

增重庆OTC挂牌企业6家。

下一步，綦江将进一步加大智

慧大厅建设，大力推进高频事项“一

件事”“套餐式”集成“一次办”，打造

綦江“最多跑一次”迭代升级版。到

2020年底前，实现高频关联事项“一

件事一次办”100%全覆盖，真正实现

“最多跑一次”、办完所有事。

据农民日报重庆视点

石角镇严把食品安全红线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周倩）近日，

石角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对辖区内4

家大型餐饮店、12个副食店的环境

卫生、食品质量、进货台账、餐饮具

消毒、食品留样、餐厨垃圾处置记录

等进行全面检查（如图），严格把好

食品安全红线，确保群众食品卫生

安全。

据悉，2019年以来，石角镇已开

展食品欺诈、执业药师“挂证”等专

项整治8次，提出整改意见8份，下

达执法意见书34份，立案查处5件，

已结案2件。15家小作坊、95户副

食店、55个餐饮经营单位（含学校）

全部纳入日常监管范围，全年无食

品安全大事件发生。

由四川省虎驰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陈

列布展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凡涉

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有债务（含

人工工资、材料供应、设施设备租赁

等），请于本公告登报公示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到我司办理结清全

部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工程部

联系电话：028-87574622

四川省虎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一月十日

公 告

优化营商环境的“綦江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