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了！2020奥运会2021办
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表联合声明，东京第

32届奥运会将改期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的日期举

行。

七国集团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信心和经济增长
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24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七国集团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恢复信心和经济增长，保护就业、企业和金融体系弹性。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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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微生活

重 庆 日 报 全 媒 体 讯（记

者 罗芸 通讯员 张启兵）

这几天，钟志财又救了人的事

在重庆能源集团渝新逢春煤矿

传开了。“医生让他不要剧烈运

动，他居然跳进河里救人，真是太拼命了！”煤矿有关负责人感慨。

钟志财今年48岁，年轻时经常游泳锻炼身体。几年前，由于肺部

出现问题，医生让他不要再从事耗氧量大的运动，游泳也就放弃了。

3月20日，钟志财在煤矿附近的石壕镇羊叉河边散步，看见一个

约摸10岁的少年在河边石滩上玩耍，还劝少年离水远一点。刚转身，

钟志财就听到身后传来“扑通”一声。回过头一看，少年掉进了河边深

潭，正在水中不停地扑腾。

“糟了！”钟志财犹豫了一下，只来得及把手机扔在河岸上，没脱衣

服就跟着跳下水。

3月的羊叉河水很寒。“我感觉一下子气吸不进来也呼不出去，调

整了好几秒才有感觉。”钟志财回忆说。

钟志财游到少年身边，拎住他背上的衣服，一边划水一边露出头

呼吸。“岸上的人说只有半分多钟时间，但我觉得像是过了很久，每划

一次水、每呼一口气都特别吃力。”钟志财说。

最后，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少年被救，钟志财也艰难地爬上岸，

在河边喘了很久。

“太感谢了，不然不知道今天怎么给娃他爸妈交差哟！”少年的爷

爷赶来感谢他，他也只是挥了挥手。

煤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已经是钟志财第二次救落水少年了。但

上次是被救少年家人找上门，他们才知道钟志财救人的事。

“他平时就爱帮助人。”钟志财的邻居何婆婆说，自己年纪大，又独

居，每次换灯泡、修水龙头都是钟志财来搭手，有时还帮何阿婆婆拎些

重的生活用品回来。

“这些都是小事，只是我担心医生又要数落我了。”钟志财笑着说。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綦江矿工钟志财
又救出落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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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齐发力 春风吹拂饭遭殃
本报记者 黄辰辰

本报讯（记者 张斌）3月25日，全市

工业和信息化、军民融合发展暨招商引资

工作电视电话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就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

记、区长姜天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激发

动力、挖掘潜力、开足马力，抓住“疫”过天

晴风口，拉出工业经济“大阳线”。

姜天波指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要准确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

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

措，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抓好工业经济发

展。要咬紧牙关、迎难而上，不仅要复工复

产，还要达产稳产、提质增效，拉出工业经

济“大阳线”。要以度势的能力、出牌的勇

气、出手的速度，精准发力狠抓重点项目投

资和建设进度，开绿灯、清路障，抓住“疫”

过天晴的风口机遇，强化问题导向，紧跟发

展要求，优化投资结构，敢抓、善抓、抓出成

效。要深耕细作狠抓特色产业培育，延伸

产业链，培育供应链，聚焦创新链，形成壮

大产业集群。姜天波强调，全区各街镇、部

门、园城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做到目标任

务不变、工作力度不减，用速度把时间抢回

来。要强化责任担当，抓细抓实政策兑现、

运行调度和精准服务，全力以赴统筹做好

“六稳”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区领导施崇刚、刘扬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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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为饭遭殃产品贴上快递单 记者 黄辰辰 摄

近日，古南街道春光村6组，贫困

户姜佰慧赶早起床，为丈夫做好早饭

后，连忙赶去重庆永和齿轮有限公司

上班。这是今年以来，她第一天上班。

“我很珍惜这个工作，我会努力

的。”找到工作后的姜佰慧，言语里洋

溢着喜悦之情。多年前的一场意外，

姜佰慧的右手缺了 3 个手指，给日常

生活和找工作都带来许多不便，加之

丈夫缺技术收入微薄，她家被当地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工

业园区内的企业纷纷有序复工复产，

一边是企业面临用工难，一边是贫困

户就业没着落，怎么办？

为化解这一困局，区人力社保局

当起了“中介”，搭建平台收集全区

3000余名待就业贫困户的职业技能信

息。同时，把全区 200 多家企业的岗

位需求信息也纳入进来，进行劳务双

方供需对接。

3 月 18 日一早，来自东溪、赶水、

永城等7个街镇的54名贫困户，从我

区市民服务中心出发，乘坐复工复产

送工专车前往工业园区的重庆永和齿

轮有限公司和重庆赛之源齿轮有限公

司。

“搭乘专车找工作，这是打工以来

头一回。”和姜佰慧一样，东溪镇三台

村贫困户吴显桃，这些年一直在广州

打工，因疫情滞留在家期间，他琢磨着

今年就在本地找工作，就搭乘复工复

产送工专车去企业面试。

经过参观企业、接受面试、询问待

遇等环节，姜佰慧决定留在永和齿轮

务工，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元。当天，

共有 36 名贫困户与企业达成了用工

意愿。组织送工上门的方式，不仅解

决了贫困户找工作的难题，也有助于

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区人力社保局重产市场科科长张

止戈介绍，2月以来，在通过街镇社保

所、社区、村干部收集农村劳动力就业

意愿信息的同时，也在与区经济信息

委、发展改革委、园区管委会、商务委

联系，收集下属企业的用工信息。信

息收集汇总后，根据双方的基本要求

进行匹配和对接，再利用现场招聘会

或网络平台促成企业与求职人员面

试，实现成功就业。

据了解，疫情期间，綦江共有100

余名贫困劳动力重新回到家乡，与企

业达成用工意愿。截至目前，我区已

通过包车、云招聘等方式，帮助 50 余

家企业新招员工 610 人，进一步满足

了企业复工复产的用工需求。

贫困户进城赶工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刘彤 刘静

3 月 19 日，三江街道寨门村陈

家坝，千亩梯田油菜花次第开放，一

幢幢小洋楼与金灿灿的梯田相互映

衬，勾勒出一幅秀美的乡村田园图。

近年来，该村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全力打造寨门村农业旅游和

油菜花育种基地，既唤醒了乡村“沉

睡”的资源，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

展，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

富。 记者 陈星宇 摄

3 月 24 日，朱治平同往常一样早

早来到公司，完成测温打卡等系列防

控措施，处理了一些常规工作后，就同

公司后勤人员一起前往生产车间，为

产品封箱打包，帮助完成生产任务，此

时，才刚刚7：30。

朱治平是重庆饭遭殃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今年65岁，在他的带动下，

公司全体后勤人员调整工作时间安

排，参与产品封箱等环节。整个车间

热火朝天，大家干劲十足，轰鸣的机器

已经连续多日从早上7：30到晚上22：

00运转不停。

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生产销售

都遇到困难，缘何饭遭殃生产车间如

此火热？

政策落地
资金到账解复工难题

位于綦江食品园区的重庆饭遭殃

食品有限公司，是首批“綦江老字号”，

其生产工艺为綦江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2019年，该企业实现销售额2.2亿

元，产品远销海外。

2月10日，公司复工生产，刚一开

工，问题就来了。

饭遭殃从事生产辣椒酱、下饭菜、

火锅底料等调味料及酱腌菜产品，其

核心产品“原生鲜红椒酱”和“糍粑鲜

青椒酱”采用高山鲜辣椒制作，并运用

“瓦缸自然发酵180天”传统工艺，广

受消费者青睐。然而，受疫情影响，其

运输成本、原辅料供应成本上浮，成为

疫情期间公司发展生产的一大问题。

就在朱治平为此忧心的时候，一

针“强心剂”放在了他面前。

为抗击疫情，国家出台政策，对重

要医用、生活物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

利率的金融支持，饭遭殃是重庆市纳

入全国首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的

18家企业之一。2月14日获得银行首

批审批，企业就收到了运用抗“疫”专

项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专项资金

用于企业增加原材料采购，紧急生产

民生保障物资。

不仅如此，在复工初期，企业生产

情况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关注，各

级领导到厂区指导复工复产和防疫工

作，公司还收到了食品园区管委会送

来的口罩等防疫物资、交通部门制发

的车辆通行相关证件，以及团区委赠

送的食堂所需食材等。

就这样，饭遭殃顺利地全面复工

开始了生产。

危中求变
一场直播订单达百万元

产品生产出来了，销售成了新问

题。

餐饮、校园、农贸市场受损，饭遭

殃的产品只供应在商超。

“以前我们在商超销售额每个月

50万元，现在达到100-150万元，虽然

额度增加，但渠道却狭窄了。”朱治平

思索企业需要新的销售渠道。

疫情期间，许多实体店铺转向线

上销售，朱治平也将目光投向了电商

平台。

说干就干，在多部门协同支持下，

3月19日晚，饭遭殃邀请到网络主播

李佳琦在线直播卖货，吸引全国 410

余万名网友在线观看，收获点赞数超

百万。“糍粑鲜青辣椒酱+原生鲜红椒

酱”组合截至次日早上9点，销量超过

5万单，销售额达100万元。

“发往天津的订单，运费都超过了

成本，但我很高兴我们的产品被广大

消费者喜爱，今年，我们的口号是‘走

向全国，香飘世界’，这个目标，还需一

步一步完成。”看着忙碌的生产线，朱

治平说道。

凝聚合力
总经理带头突击生产

“大家看我这么大年纪都在，自然

也就一起来干了，凝聚力也更强了。”

在车间，朱治平一边熟练地为产品盖

盖儿一边说。直播带来的订单让生产

十分紧张，朱治平带头，鼓励公司后勤

人员一起参与打包、封箱、上货等生产

工作，这几天竟然比从前还要忙。

“我是 40 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应

该带头做榜样，就像我们企业收到这

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应该承担好力

所能及的社会责任，一样的道理。”朱

治平说，目前公司已陆续向疫情防控

一线捐赠了3批爱心物资共计约30万

元。

2月底，饭遭殃还同我区东溪镇、

赶水镇的20个村签订了5000 吨以二

荆条为主的辣椒采购协议，企业实现

原材料全部来自本地，而这笔订单预

计将为村民们带来超过 1200 万元的

收入。

朱治平说，目前，公司已经在横山

选址，计划打造 1000 亩辣椒萝卜基

地，基地集育种育苗、试验示范、观光

观赏于一体，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吸纳

周边用工500余人。

油菜花海
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