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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近
日，记者从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
获悉，福建一水产养殖团队在我

区经过4年研究，实现基围虾淡
水养殖，今年能产出基围虾4万
公斤。

在南城街道清泉基围虾养
殖基地，有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养
虾池，阳光下一台台增氧机打起

水花。
基地负责人江泽聪说：“经

过4年研究，基围虾在南川实现
了淡水养殖和销售。”

江泽聪是福建人，在当地

是一名基围虾养殖大户，他养
的基围虾，主要销往重庆、贵州
等地。但基围虾从沿海空运到
内地，不仅运输成本高，且时间
较长、对基围虾的品质也有影
响。根据多年养殖基围虾的经
验和对重庆海鲜市场的判断，
江泽聪认为如果能在西南地区
实现基围虾的淡水养殖，前景

十分可观。
经过对重庆范围内各区县

的生态环境、水质、气候条件等

综合考察后，江泽聪最终选择
了在背靠金佛山，生态条件较
好、水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的

南城街道清泉社区，流转了 110
亩水塘进行基围虾养殖。他
说，目前基围虾的养殖周期可
以从每年 5月到 11月，每亩田
在粗养的情况下，可以达到
250~500公斤，技术继续提高后

能达到1000公斤。
在攻克基围虾淡水养殖技

术中，江泽聪水产养殖团队先
后从虾苗淡化、强化虾体质、培
育水中藻类、调整虾饲料等多

方面进行研究，最终成功把从
沿海进购的 0.6厘米的虾苗养
殖到 12厘米的成虾，并在白沙
镇建立 140 亩基围虾养殖基
地。据江泽聪介绍，淡水养殖
的基围虾身体更加强壮，运输
中存活率能达到 90%，重庆范
围内的老百姓能在短时间内吃
上新鲜的基围虾。

目前，该基地每天能销售
500~1000公斤基围虾，销售价

格每公斤80~100元不等。

基围虾在我区实现淡水养殖

本报讯（记者 梁向红）10月
13日，区林业局开展2021年长江

中上游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培训。今明两年全区将开展石漠
化综合治理73400亩。

兴隆镇是我区退化林修复的
重点区域，该镇金星社区 5组的

一片退化林，因受病虫害、自然灾
害影响，导致林分提前衰退、生态

防护功能退化，难以自然更新修
复。目前，区林业局通过人工修

复方式进行抚育、林地清理和补
植，伐除林中枯死木、濒死木、风

倒木和弱势木等，清除林中杂草、

藤刺、蕨类等，并补植阔叶树种，

助力形成针阔混交，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
区林业局生态修复和产业发

展科负责人王寄名介绍，退化林
修复主要采用林冠下补植修复和

带状采伐更新的建设方式进行修
复。目前，已经完成了抚育、清林

等工序，现正抓住秋冬植树造林
的时节开展补植，预计在今年 12
月前完成补植工作。

“通过集中培训，使各乡镇街

道和施工单位熟练掌握技术、规

程，保质保量完成综合治理，后续

我们还将对项目建设进度、建设

质量、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严格
管控。”王寄名说。

据了解，本次长江中上游岩溶
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共涉及

面积73400亩，其中实施退化林修
复43400亩，实施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10000亩，实
施封山育林20000亩；涉

及白沙镇、大观镇、东城
街道、古花镇、合溪镇、南

城街道、太平场镇、头渡镇、西城街

道、兴隆镇、大有镇、德隆镇、金山

镇、山王坪镇、水江镇、楠竹山镇等

16个乡镇（街道）及金佛山林场、林
木良种场、乐村林场3个林场。通

过退化林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封山育林等治理措施，逐步恢

复受损自然生态系统。

今明两年全区将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7.3万亩

近日，在首届全国老年教育教
学成果展上，我区社区教育学院和
老年大学共同选送的《祖国颂歌》

《时装秀》分获舞蹈类、模特类一等
奖，《做社区群众的贴心人》获朗诵
类二等奖。

图为模特类作品《时装秀》。
孙远鹏/文 罗川/图

我区两作品获全国
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

一等奖

强保障
“饭碗”送到家门口

“我原来在广东一个建筑工

地打工，常年照顾不到家里面。
现在好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在

今年 7月刚举办的“都江堰市·南

川区 2021年‘百日千万行动’双
城专场线下招聘会”上，南川区头

渡镇居民朱丽蓉找到了一份装配
流水线的工作倍感欣喜。

和朱丽蓉一样，在本次招聘

会上找到心仪工作的还有 70多
人。近年来，南川区通过持续打

造“一进一出”双向就业通道，持
续提升群众就业水平。

“出”的方面，通过包机、包
车、发放交通补助等方式，引导部
分群众外出务工返岗，提高劳务

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质量；

“进”的方面，针对农民工、退役军

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不
同的就业人群，举办一系列主题

招聘活动，组织企业把岗位送到

群众家门口。
今年1月至8月，南川区人社

局依托南川人才网、区人力资源
市场等平台，每月 8日、18日、28
日定期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共组织举办了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场镇招聘、民营企业招聘

月、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各类招
聘会 56场。其间，南川区人社局

还通过重庆智能就业管理系统发
布企业用工信息 3020条、用工岗

位19279个。

除了畅通就业渠道之外，针

对“就业困难户”，南川区人社局
还采取了一揽子的“兜底托底”举

措，例如落实就业帮扶车间优惠

政策、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等。

此外，今年以来，南川区人社
局积极推进失业保险各项补贴和

待遇“畅通领”工作，实现了现场

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只需“核对一

次信息、阅读一份须知、签署一个
名字”。

今年1月至8月，南川区人社

局累计发放失业金 2661 人、
1838.87 万元，缴纳医疗保险费

555.13万元；发放农民合同工一
次性生活补助金 17人、24.04万
元，为全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树品牌
扶上马还送一程

去年年底，南川区官地村居

民杨显容参加了区里组织的特色
菜培训班，现在经营着一家鸡汤

面馆，每天营收一两千元，一家人
生活有了起色。她也从一个对餐
饮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摇身一变
成了名副其实的“巧媳妇”。

近年来，南川区人社局持续

开展“南川巧媳妇”培训计划，按
“善经营、懂管理、讲诚信、会做农
家菜、会制土特产”的“五巧十标
准”，免费为受训学员开展创业意
识、扶持政策、菜品制作、客房服
务、文明礼仪、互联网营销、金融

知识、个人形象设计等全封闭式
培训。

目前，培训范围已扩大到农

家乐、月嫂、育婴、养老护理和家

政服务员等劳务技能培训，并且
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了“南川巧媳

妇”采笋工、“南川巧媳妇”采茶

工、“南川巧媳妇”手工编织、“南
川巧媳妇”特色早餐等 12个特色

工种培训项目，并纳入市级特色
工种培训项目，实现“南川巧媳
妇”劳务品牌全技能覆盖。

“南川巧媳妇”已然成为南川
喊得出、叫得响的特色职业技能
培训品牌。截至目前，南川区人

社局已累计开展各类“南川巧媳
妇”劳务培训 6848人次。此外，
南川区人社局创新开展的企业职

工公共知识和综合素质特色工种
培训，入选 2020年度全市就业创
业工作十大创新事件；针对贫困
人员、残疾人、低保户、淘汰煤炭

落后产能员工等重点群体，开展
了一系列的培训工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职业技能培训让就业人员掌握了
一技之长，让“饭碗”端得更稳。

自 2019年以来，南川区作为
我市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先行先试”试点区县，启动了为

期 3年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截

至今年 9月，已累计完成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52115人次。

促衔接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2020年，推荐 242名贫困人

员到企业就业，累计结存公益性
岗位安置贫困人员 3399人；向 37
户贫困户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00
多万元，为 10662名贫困劳动力
兑现跨区域就业交通补贴 138.54
万元；实现全区区外务工贫困人

员就业交通补贴全覆盖……
本着“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的目标，过去几年来，南川区人社

局持续推进就业扶贫工作，以稳
就业促脱贫。促进贫困人口就业

创业，成为南川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路径之一。

南川区大观镇居民姜国强通
过在当地推广分享“蚯蚓粪+数字
化营养小番茄”种植项目的相关
经验和技术，带动解决了周边100
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问题，每人每

年增收 2万余元，同时还提升了
当地果蔬品牌知名度。

姜国强先后获得“全国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近日，该项目又
获得了重庆市第四届农民工返乡

创业大赛二等奖。同时，作为重
庆市选送的优秀代表项目，在四

川省资阳市举行的第二届西部农

民工返乡创业大赛中荣获三等

奖。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人

才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就业稳。

聚焦就业创业，如今再度成为南川
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今年以来，南川区人社局专

门组建了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
组，并出台了《2021年全区巩固拓

展人社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清单
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的通知》等多项指导政策。

未来，南川区人社局将重点
从就业创业增收、职业技能提升、
乡村人才开发、社会保险扩面提
质、定点帮扶暖心等多个方面，加
快完善乡村地区就业帮扶长效机
制，在困难帮扶、兜底保障的基础

上，持续为脱贫人口提供就业领

域的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力资
源支撑。

刘廷
图片由南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提供
（原载《重庆日报》9月29日

14版）

南川 多措并举出实招 就业创业“两不愁”

慰问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的外地农民工。

就业，关乎百姓生计，
关系发展大局。近年来，南

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下称“南川区人社局”）

通过健全政策体系，畅通就

业创业渠道，打造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品牌，推动就业规

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加速

优化，就业质量持续提升，
帮助越来越多的南川人民

找到“饭碗”、端稳“饭碗”，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就业和人才中心工作人员指导市民通过手机申领失业保险金。 2021年南川区“就在山城·渝创渝新”招聘会现场。

●遗失林强残疾证，残疾证号：50038419940528181X43，特
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本报讯 10月18日，记者从
区气象局获悉，未来一周，我区仍
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较低。

未来天气有点糟？本报记
者给你唠：气温直下降，厚衣要

穿上，只想要风度，固然会遭
殃，出门也够呛，雨点拍脸上，

周六有阵雨，最低仅 8℃。广大

农户请注意，利用降雨间歇期，

抢收红薯到筐里，移栽油菜要
及时。

天也冻，地也寒，说完天气

说安全，老人孩子多保暖，下雨
天气少遛弯。年轻人，起床晚，

一脚油门单位赶，下雨出行不方
便，风雨交加挡视线，前方路况

看不见，牢记安全是底线。

（本报记者）

降温又下雨 本周“速冻模式”开启

日 期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天 气
小到中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阵雨

阴天到多云

温 度
12℃~16℃
12℃~15℃
10℃~14℃
12℃~16℃
8℃~15℃
9℃~18℃

本周城区具体天气情况为（上接第一版）以前经常托南川的
朋友买方竹笋，趁着此次活动，不

仅自己购买了几大盒，还向朋友

推荐起来。

“南川骑龙镇高山土鸡蛋，
一盘 10枚 28元。”重庆恒典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德
宇向过往观展的市民吆喝。展

台上，摆放着一盘盘鸡蛋，不少

鸡蛋上还带着“原味”泥土。周
德宇不光在现场卖蛋，还向市民
讲解如何辨别、存放鸡蛋。“土鸡

蛋蛋壳厚，轻轻敲击响声清脆。”
“刚捡的鸡蛋不能洗，洗了就不

易存储，而且放冰箱里，要竖着

将鸡蛋大头朝上，这样使鸡蛋气

室朝上，延长保鲜时间。”当天，
他不仅将参展的 4000多枚鸡蛋

全部售罄，还接下了 200只鸡的

订单。

现场展区，还有重庆红曼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开心板栗酥、

重庆味轩洲食品有限公司的豆
腐干、会峰村的老盐菜、嘉蓝悦

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蓝莓

汁……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让前
来挑选的市民目不暇接。

南川品牌
叫好和“叫座”口口相传

“一包鲜笋、一盒板栗酥、金

佛山门票（含索道往返费用），总
价 129元的丰收礼包，大家猜一

猜消费帮扶周直播价是多少？”

“活动秒杀价只需9.9元。”

在3天消费帮扶周系列活动
中，我区在各个网络平台推出了

直播带货，推出南川米、方竹笋、
三不加酱油、陈麻花、板栗饼、古

树茶、应季水果等 20多个单品，

受到网友追捧。
“南川的东西不仅品质好，而

且价格‘非常美丽’，在重庆双晒

的时候就见识过了。”直播间里的
网友留言说自己是南川质优价廉

的农产品的忠实粉丝。

王婧是此次直播活动的主播

之一。她介绍，直播中，不少商品
一上架就出现秒抢光，特别是准

备的500张金佛山门票全部售罄

后，因网友呼声太高，还临时申请

多加了100张。
在活动期间，不仅有组织的

直播带货活动，各个企业也开展
了自主直播，助推农产品销售。

而且，在东西部（重庆）消费协作

中心内的其他区县馆直播、网购
平台，也主动联系我区的企业带
货，恒典生态农业就与十几家电

商平台展开合作，鸡蛋、鸡就上了
北碚区等平台售卖。

据统计，消费帮扶周期间，我

区销售额达33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