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位于神龙峡景区门口的腊梅葡萄园里
200亩各种葡萄已经成熟，7月13日将正式开园
迎客，市民朋友可以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记者 汪新 摄
图①：今年，该葡萄园近 100 亩葡萄采用了

大棚种植技术，在提高葡萄品质的同时也方便了
游客采摘。

图②：7月10日，腊梅葡萄园的工人在采摘
成熟的富硒葡萄。

图③：该葡萄园的多个葡萄品种取得了绿色

食品认证。

腊梅葡萄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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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今日4版

■ 记者 胡润雪 实习生 李佳遥

6月底，区人社局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就业扶
贫 真情相助”的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25家企

业到场提供了 603个岗位信息，其中适合建卡贫

困户的工作岗位有 339个。招聘现场，每一家企
业的招工简章上都标注着：优先录用农村建卡贫
困户家庭人员。

这是我区“造血式”扶贫的一个缩影。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我区把扶持就业创
业作为脱贫增收的有效手段，通过开展免费技能

培训、开发公益岗位、建立扶贫车间等方式，提高
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长效增收。

开展技能培训
一技在手就业有底气

前几天，峰岩乡峰胜村村民苟开林天天早上准
时出现在村委会会议室。“参加学习不能迟到，机会
难得。”苟开林说，学习后还要考试，以后他也就能

“持证上岗”，有技术出去做事就不怕没人要了。

苟开林口中的学习是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联合区思翼职业培训学校在该村举办的“养老护

理”培训。该培训班于6月25日开班，在7月7日
结束。思翼职业培训学校教师莫阳敏告诉记者，

参加学习的35名学员中，有25名是贫困人员，大

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上课期间学习纪律
非常好。

据了解，峰胜村是峰岩乡的贫困村，为了拓

宽贫困劳动力就业渠道，该镇根据当地实际，征
求群众意见，向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提出了“养
老护理”培训意愿。培训班开班后，受到了当地

群众的热烈欢迎。
峰岩乡峰胜村的这次培训是我区开展大规

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其中一站。今年 4月，区
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完成全区 31601名 16周岁以
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状况及就业需求信息

采集，建立733名失业状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68名失业状态的易地扶贫搬迁人员台账，有针对
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截至目前，该局已经为 192
名贫困人员开展了创业培训、中式烹饪、电工焊
工、土特产制作和母婴护理等技能培训，另有 86

名贫困人员正在培训当中。
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局还将搭建乡镇（街道）和培训机构的训需平
台，开展定制化、订单式就业及技能培训，使更多

贫困户获得一技之长，以解决好就业及技能培训

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开发公益岗位
就近务工生活有保障

7月2日，西城街道沿塘社区村民杨仁莲早早

地背上背篓拿着工具上班去了。“这两天天气热，
早点出去把垃圾捡了，可以早点收工。”

杨仁莲是该社区的建卡贫困户，今年5月，她
成为社区的保洁员，每日负责捡拾公路上的垃圾，
工作区域包括三个农业小组，每月工资792元。

（下转第二版）

授人以渔 脱贫有术
我区大力扶持就业创业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7月4日，记者从区经信委获悉，我区8家企业9
个项目争取到了今年第一批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共1545万元。

“我区此批次获得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的项目，集中在企业技术

创新、数字化装备普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项目、双百企业流

动资金融资贴息、停产恢复生产建设项目补助等方向。”区经信委投资科
负责人廖显华说。

其中，重庆方略精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南川区金鑫纸业有限公司、
庆岩福利碱厂 3家企业的企业技术中心获企业技术创新补助；金鑫纸业

的年产3万吨高强瓦楞纸智能化改造项目、重庆味轩州食品有限公司的年
加工2000吨农副产品项目、重庆众通南一混凝土有限公司（下转第二版）

我区8家企业获市工业
和信息化专项资金1545万元

本报讯（记者 邓的）7月10日，区政协主席简支全前往石莲镇、神童

镇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简支全先后来到石莲镇新民村花椒种植基地、环顺湖甲鱼养殖基地、

桐梓村乡村旅游示范点，神童镇光灿吴茱萸种植专业合作社、人居环境示

范点、金钟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两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简支全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抢抓乡村
振兴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各地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兴、农村

美、农民富，走高质量的发展路子。

简支全指出，要强化产业发展，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标准化、市场化、信息化建设。要切实
抓好乡村旅游，在自然条件、文化特色、历史风貌等方面做文章，不断提升

乡村旅游质量和品位，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构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强化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着

力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真正让乡村展现新气象。要扎实做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倡导良好村风民风，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切实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简支全调研石莲镇神童镇
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7月9日，区长张兴益
对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开展调研。他强调，要上下
齐心、凝聚合力，倒排工期、加快进度，迅速掀起

重点项目建设的新热潮，为推动南川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积极贡献。

在东街旧城改造

项目、马鞍山—天星—
头渡环金佛山公路建

设现场，张兴益认真听
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基础设施类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存
在问题和困难。

张兴益指出，东
街旧城改造是提升城
市形象、品位和综合

承载力的重要载体，
要保证工程质量，加
快施工进度，确保早
出形象。马鞍山—天
星—头渡环金佛山公
路对提档升级金佛山
旅游、改善南部片区

人财物流通条件具有
重要作用，要紧盯节

点、注重质量、倒排工期、加快推进，保证如期按
时完工。

在工业园区南平组团、水江组团、龙岩组团，
张兴益实地察看鸿路（南川）绿色建筑产业园项

目、钒钛磁铁矿高效清洁分离提取项目、年产100

万套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项目等工业类重

点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

张兴益指出，工业重点项目是推动工业经济
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加强协调调度，科学组织施
工，确保早日见效。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园区和部
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推动工业重点项目顺利落地、
加快实施、早日投产。要进一步强化安全风险防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
故。要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不断做
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兴益在调研中指出，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已经进入了项目建设的

“黄金季节”，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务实的作风，上下齐心、凝聚合力，倒排工
期、加快建设，迅速掀起重点项目建设的新热潮，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积极贡
献。要加大跟踪、协调、服务力度，及时解决项目

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
速见效。要优化重点项目相关手续办理流程，严
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在保证安全和质量
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高
质高效、按时按序完成建设。要着力做好征地拆
迁工作，为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副区长杨勇、区政协副主席舒茂全参加调研。

张兴益调研全区重点项目建设时指出

凝聚合力 加快进度
迅速掀起重点项目建设新热潮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7月
9日，区长张兴益前往东城街道
莲池粮库、南平粮库，检查全区政

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

工作。他指出，要认真落实大清
查工作部署和要求，确保圆满完
成工作任务，共同筑牢粮食安全

防线，推动粮食储备工作再上新
台阶。

按照上级工作安排，我区于
今年2月启动政策性粮食库存数
量和质量大清查工作，目前已完
成自查和市级普查，全区政策性

粮食储备粮情稳定、储存安全。
在莲池粮库、南平粮库，张兴益

上仓查看了粮食储备情况，仔细
检查库区环境、仓储管理和安全
工作，详细了解储备粮存储、轮换
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职责，全

力以赴配合大清查工作，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交出一份“明白账”，
交出满仓“放心粮”，确保顺利通

过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
清查。

张兴益指出，粮食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粮食安全是
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
性粮食库存对于调节粮食市场供
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具有重

要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开展
大清查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圆
满完成工作任务，共同筑牢粮食

安全防线。要认真梳理自查和普
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及时
整改，以问题整改促进管理水平

提升，坚决堵住粮食库存管理漏
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保障粮食储备安全的长效机制，为

完善粮食调控、确保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要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
不断提高粮食储备的科技和管理水平。

副区长杨勇参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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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区长张兴益检查我区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工
作。这是张兴益在莲池粮库检查。 记者 甘昊旻 摄

7月9日，区长张兴益调研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这是张兴益在东街旧城改
造项目调研。 记者 甘昊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