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助企业复工“轻装上阵”

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新闻热线87265555 经宣热线85892258 投稿邮箱qj87265516@126.com 綦江融媒体通讯员QQ群610757452

20202020年年33月月2020日 星期五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本版主编：：卢宗艳卢宗艳 组版组版：：马诗奇马诗奇

22QIJIANG RIBAO

区人力社保局当好就业

信息“接线员”，一方面全面

摸排辖区农民工就业意愿，

掌握劳动力供给底数，收集

25402 名有就业意愿的农村

劳动力信息。另一方面对区

内疫情防控物资、生活保障

用品等8类重点企业提供24

小时跟踪服务，为生产口罩

的两家企业应急送工上岗13

名，确保了特殊时期重点企

业的劳动力供给。

同时，积极搭建求职平

台，将招聘阵地从“线下”移

至“线上”。从 2 月 10 日开

始，“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线上招聘会”拉开序幕。

“在利用网站、大美綦江

APP 等媒体宣传同时，我们

及时推出綦江区人力资源市

场微信公众号，为求职者提

供全天24小时在线服务。”区

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截

至日前，已有 73 家区内外企

业报名参加，发布岗位 2600

余个，收到简历 610 份，受理

电话咨询 580 人，511 人达成

用工意向性协议。

提供岗位2600个，送工3453人
本报讯（记者 马卓）今年1月20

日，我区市级高新区创建通过专家组

评审。连日来，区高筹办和科技服务

机构工作人员上门为企业送政策，鼓

励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成功后，企业可以得到市级

20万元奖励，区级也有一定奖励，同时

还可享受专项资金补助、税收优惠等，

政策优惠特别给力。”重庆四五钢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据介

绍，该公司于2018年10月正式投产，

财务销售额逐年增长，并有一定的知

识产权，符合高企申报条件。“我们一

定要加把劲，争取将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成功。”

“这是我区历年来对高企申报给

予的最大支持力度，对企业来说是一

场及时雨。”区高筹办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说，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政策宣传、

上门服务工作，准确了解相关企业申

报意愿并及时解决企业在申报过程中

的困难，为我区国家高新区创建打下

坚实基础。

据了解，我区通过政府招投标，确

定 5 家科技服务机构，并与区高筹办

工作人员分成 5 个小组走进园区、街

镇 230 余家企业，向企业宣传高新技

术企业申报相关政策。截至目前，共

有符合申报条件企业 127 家，有意愿

主动申报的企业约100家。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刘钰）

“工作人员上门来服务，很方便也很贴

心。”3月18日，在区货运企业集中办

公服务中心，重庆银冠物流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裴燕梅不由为“绿色通道”

的办事效率点赞。

为做好区货运集中办公服务中心

企业复工复产服务指导工作，切实解

决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难题，做到

服务企业“零距离”，区道路运输事务

中心与通惠街道成立联合指导组，直

接在货运企业集中办公中心一楼设立

“绿色通道”，为拟复工复产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服务包括指导企业完善

疫情防控方案、应急预案及各项防控

措施等，更好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副主任欧晓林表

示，货运集中办公中心共有货运企业

308 家，已复工复产企业 280 家，复工

复产率达91%。

下沉企业设“绿色通道”
“零距离”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送政策“大礼包”上门
鼓励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阳春三月，各地有序复

工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

人是关键，区人力社保局全

力做好企业用工和就业保障

工作，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

面对较大用工缺口，如何整合资源，挖掘人力资源

潜力？区人力社保局创新工作思路，坚持“内联”+“外

引”结合，保障区内外企业用工。“内联”8部门实现岗位

供求信息共享，为区内企业送工1250人，其中推荐退

役军人就业30余人。“外引”迅易人力、翰睿人力、申博

人力3家市内大型人力资源机构达成合作意向，通过

市外基地输入劳动力1300人。

同时，启动区、街镇（部门）、村（社区）三级就业平

台联动，引导劳动力向加工贸易重点电子企业流动，率

先完成市下达的信息产业送工任务，为市级重点电子

企业送工2203人，完成率达110%，送工人数、完成率均

为全市第一，累计为区内外企业送工达3453人。

此外，重点关注贫困人员在特殊时期就业问题，新

开发临时防疫公益性岗位1000余个，用于街镇疫情监

测、排查、预警、防控和社区（村）就业服务工作。既满

足了疫情防控需要，又解决了部分贫困劳动力就业问

题。

保用工 助脱贫
为企业送工3453人

疫情期间，区人力社保局紧急出台

《关于加强复工复产用工保障实现就业本

地化实施方案》。对辖区内疫情期间新招

聘綦江籍劳动者的重点企业和工业企业

发放用工一次性补贴，同时对这部分劳动

者给予300-500元不等的就业补贴，激励

贫困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体

就近就地就业。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返还社

保费的方式，给企业吃下“定心丸”，注入

新能量。截至目前，已为 14 家企业发放

疫情期间稳岗返还资金 294.94 万元。近

期还将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稳岗

发还资金近 1000 万，切实发挥稳岗返还

政策作用，与企业共渡难关。

通讯员 张止戈 刘静

摸底数 明重点
提供岗位2600个

明政策 强激励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94.94万元

区人社局组织送工直通车免费接送务工人员 通讯员 张止戈 摄

做 有好疫情防控 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春光

正灿烂，采茶好时节。3月17日，

石角镇新农村的扶贫产业茶园里

一派繁忙景象，30 多位村民背着

背篓，穿行在茶树间采撷嫩芽。

新农村的雾茶种植历史可追

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自脱贫攻

坚开展以来，该村把茶叶产业列

为村里精准扶贫的支柱产业，从

最开始的 150 亩试验田发展到现

在的 300 亩扶贫茶叶产业园。村

里还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注

册了“瀛山春绿”商标，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15 户 38 人全部纳为

合作社成员，茶园也成为村民脱

贫致富的“金钥匙”。

“采茶每天收入70-80元，春

秋两季采茶，再加上年底分红，一

年下来我能多收入7000余元。”贫

困户罗开秀说，在茶园工作后，收

入每年都在增加，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

新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曾凡

章告诉记者，目前采摘的是今年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明前茶，仅

一个春季，扶贫茶叶产业园就产

出干茶 330 斤，收入 9.8 万元。按

照产量计算，茶园全年干茶总产

量至少能达到 1500 斤，预计收益

30万元，纯利润约10余万元，合作

社成员每户可增收 8000 余元，贫

困户每人可分红550元。

“瀛山春绿”新农村 脱贫路上茶飘香

村民对鲜茶叶进行分级称重 记者 赵竹萱 摄

新农村扶贫产业茶园生机勃勃 通讯员 陈再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打了防

疫针，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3 月 16

日，石角镇回伍村代金平家庭农场里，

防疫人员正在为他饲养的羊打防疫

针。代金平养了大大小小60多只羊，

眼看就是转场的时节了，防疫人员送

服务上门，让他松了一口气。

目前是动物疫病的高发、频发期，

为确保今年全区口蹄疫、小反刍兽疫

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自3月5日起，区农业农村委积极有序

推进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简

称春防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的“肉盘

子”安全。

据介绍，今年春防工作开展时间

为3月5日-4月25日，按照计划，全区

需接种的猪、牛、羊、犬共计20余万头

(只)，禽类 207 万羽。目前，区农业农

村委已将春季动物疫病防控物资全部

发放到位，同时发放了消毒药品和防

护用品等防疫物资。

据区农业农村委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封林介绍，该中心成立了

检查组，对街镇包片兽医责任制、规模

场精细化管理、春防集中免疫开展及

动物疫情普查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并将在春防结束后开展随机

采血测抗，对免疫效果进行评价，确保

全区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为大家守

好“肉盘子”。

有序推进春防工作
全力保障市民“肉盘子”安全

防疫员给家禽注射疫苗 记者 赵竹萱 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区民政局积极作为，合计发放低保、特困、临时救

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难群众节日慰问金、价格补贴等各项民政资金

5942余万元，惠及全区困难群众5万余人，切实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通讯员 范柏林

3月17日，綦江工业园区管委会机关支部和渝南公司支部的60多名党员及

入党积极份子为园区11000平方米的绿化带施肥，以这样的方式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

通讯员 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