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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区委

人才工作会议后，各相关单位认

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大家表
示，要探索招才引智有效途径，全

力打造人才集聚“磁场”，构建良
好的人才生态环境，让人才真正

扎根南川。

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以人才集聚促经济发展

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工作相融合，着力引
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投身

我区经济建设。

创新方法，建立沟通渠道精
准招商。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积

极探索人脉招商和人才招商，先

后与浙江重庆商会等建立对接
平台，通过其广泛的人脉资源，

拓展招商渠道，实现精准招商。
借助南川在外创业成功人士，结

识一批知名企业家，为招商引资
牵线搭桥。同时，利用参与西洽

会、智博会等系列活动的契机，
推动“以商引才”，竭力引进优质
项目落户南川，吸引高层次人才
扎根南川。

完善政策，引进人才机制

落地有声。为保障企业高层次

人才引进需求，区招商投资促

进局带头制定了《南川区招商
引资政策指引（暂行）》，优质项

目落户我区可享受我区“人才
实惠”，以此带动一批优秀人才

来南发展。

良性互动，吸引高等院校落户
我区。结合招商工作实际，我区成

立了教育产业招商工作组，协同推

进优质高等院校引进工作。目前，
已与重庆工商大学、重庆旅游职业

学院签订框架协议，力争引进一个
项目、带来一批人才、打造一个团

队、搞活一个产业。

学训结合，持续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区招商投资促进局把

招商引资队伍能力素质作为招

才引智的基础保障。今年，区
招商投资促进局向区委组织部

申报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年度培训计划，将分两

次组织干部职工到浙江大学、

商务部培训中心开展 5~7天的

学习培训，通过实地考察招商
项目、观摩典型成功案例、学习
先进经验方法，转变招商人员
的招商引资理念，开拓招商引资
思路，开辟招商引资新途径。

工业园区：
集聚人才助推企业发展

工业园区着力在培育、引进

和服务人才方面下功夫，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为创

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先
进制造业基地，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一是筑巢引凤，加快人才精
准引进。以企业为载体，以招商

引资为手段，围绕主导产业集群，

筑巢引凤，精准定向引进企业急
需的各类人才。企业招聘引入，

引进经营管理人才1000余人，高
级技工 210余人，初级技工 1000
余人，集聚了 1.75万余名从业人

员；产业带动引入，通过推进企业
智能化改造、数字车间、企业研发

中心建设等工作，提升企业技术

人才业务能力和水平；创新驱动

引入，围绕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进CMP
芯片、亿森动力、优叡科技、黑名

科技等智能产业企业。

二是搭建平台，注重技能人
才培养。自主研发培养，结合企
业实际，以各类创新平台培育等

为工作抓手，培养实用型技术人

才；深化校企合作，持续推进大众
能源与西安交大、特珍食品与西
南大学、方略精控与重科院、亲禾

建科和泰日建材与重庆大学、创
普达与中科院、优钛超细铁粉与

中钢院及重庆大学开展协同创

新，加强与隆化职中的合作；抓实

人才培训，对各类人才进行理论、
技能培训，组织企业技术骨干、技

能人才参加市区级劳动竞赛、技

能比武、技能大比拼。
三是联动互通，完善人才管

理机制。建立用工动态管理机
制，动态收集企业用工需求和离
职人员名单，为准确高效调度用

工需求夯实基础；建立企业共享
交流机制，通过QQ群、微信群等

搭建用工调剂平台，引导用工富
余企业向用工短缺企业派遣员

工，“共享”人力资源；建立用工

招聘机制，联合区人力社保局等
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户外宣传

栏、LED 显示屏等发布招聘信
息，采取专场招聘、网络招聘、对

接高校、赴周边区县等形式保障

用工，累计帮助园区企业解决用
工上千人。

四是强化基础，注重人才服

务保障。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人才台
账，对人才现状、需求、流动实行

动态管理、跟踪服务；增强服务

意识，按照南川区“金山英才”实
施办法（试行），申报认定B类紧
缺急需人才 3名，C类柔性人才

（团队）4名，并配合职能部门落

实各项人才优惠政策；加强服务
管理，及时为企业高管、专业技
术人才提供住宿、医疗、子女入

学等便利条件。

厚植人才沃土 集聚发展动能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
“路修好后方便多了。”7月 6日，

中心农贸市场一商铺店主张女士
发现，兴南路部分坑洼路面变得

平整，车辆进出、市民行走都不
再受此影响。

据了解，兴南路紧靠中心农

贸市场，由于修建已久和长期车

辆碾压、雨水冲刷侵蚀等原因，
多处路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创

伤”，存在凹陷、沉降、破损等情
况。张女士说：“车辆行驶时颠

簸严重，司机为了避开坑洼路
段，时常占用停车道、人行道行

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本月初，区城市管理局市政

所工作人员对路面破损情况进行

现场勘察后，制定出修缮方案，快
速开展市政道路修补工作，共计
修复破损路面 10余处、540余平
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兴南路

部分道路破损修复工作。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区城市管理局坚持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深度结合，聚焦民
生福祉、主动担当作为，着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市政设施

问题。
满庭芳小区车库入口紧邻金

山大道与人行道，车库入口处是

由地砖铺道的路面，长期经车辆
碾压后破损严重。“此次修复，
取消了原有的地砖路面，重新
设计为沥青路面。”区城市管理

局市政所负责人陈岭说，沥青路
面的优点是车辆长期碾压后道

路不会短时间内损坏，同时避
免因地砖破损导致积水，影响
行人通行的情况。

据了解，从今年初至6月底，
区城市管理局市政所因地制宜修

缮金山大道、隆化大道、兴南路等
城区道路“创伤”约1130平方米。

点赞！城区“创伤”路面得到修缮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7月
4日至 8日，渝中区安全大检查
工 作 组 在 我 区 开 展 交 叉 督
查。此次督查重点内容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工作

“十五条硬措施”的推进落实
情况。

在此期间，工作组将通过查

阅台账资料、开展座谈访谈、实
地检查核实等方式，对区政府、
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安
全生产负责人履职情况进行检

查；对商贸、民政、道路交通、建

设施工、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
消防、教育等行业领域开展实地

检查。

渝中区安全大检查工作组
来南开展交叉督查

近日，区公安局反诈骗中心工作人员到工业园区南平组团，向企业
员工宣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养老诈骗的相关知识，并指导大家下载国
家反诈中心APP。 李晓云 摄

南平镇：

反诈宣传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7月
7日，《重庆市消防条例（修订）》

（以下简称《条例》）调研组来我
区调研。

是日，调研组先后前往同

邦国际城小区、德康养老机构
等地，查看电动自行车管理、消

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等情况，
并 听 取 消 防 安 全 工 作 情 况

汇报。

调研座谈会上，区消防救援
支队、区教委、区经济信息委、区

公安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就本行

业领域消防安全工作现状及存
在问题进行发言，大家结合实

际，对《条例》提出修订意见和
建议。

调研组对我区消防安全工

作表示充分肯定。调研组表

示，将以此次《条例》修订调研
为契机，找准消防工作在实践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强化消

防安全理念，补齐问题短板。
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大家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厘清部门职
责权限、固化提炼经验做法，

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让

《条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符合消防实际需

要，有效推动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向好。

市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

刘梅梅参加调研，区领导蒋建、
钟文华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

《重庆市消防条例（修订）》
调研组来南调研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 实
习生 陈昱竹）7月7日，三泉镇

中心校的几位教职工沿着龙岩

河三泉镇段布设救援竹竿、救生
圈、警示牌，并对在此戏水的游

客进行提醒。

记者注意到，这些竹竿长约
4.5米，直径在 3厘米以上，通体

笔直，两端及表面已被削平，没

有尖头、毛刺，每根竹竿上还贴
着“防溺水救援杆”的红色标

识。据了解，三泉镇镇域内水体
资源丰富，每到夏季，来此戏水

的游客络绎不绝，安全风险也随
之而来。

“如遇到有人不慎落水，周

边群众可在第一时间拿起救援
竹竿对落水者实施紧急救援。”

三泉镇中心校校长夏影向记者

介绍，为保障学生及游客的生
命安全，增加溺水救援能力，学

校就地取材，利用竹竿和废弃

轮胎自制救援设备。当天，该
校教职工带着这些救援设施来

到河边，布设在水域较深的

地方。
校方同时提醒广大游客及家

长，要履行好监护人义务，照看好
孩子，切勿允许孩子私自下水。

不要随意拿取河边的救援竹竿
和救生圈，关键时刻，一根竹竿就

是“救命竿”。

三泉镇中心校：

布设“救援竹竿”防溺水
僚风吹拂

南平僚，作为一个族群走上

中国的历史舞台，一开始就和“南
平”“南川”紧密联系在一起，所

以，南平僚又称“南川僚”“渝州
蛮”。他们在古隆化、古南川大地

上繁衍生息，独特的民族特质，创
造了灿烂的僚文化，是今日南川

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元素。
神秘的南平僚，虽然直到

今日依然披着一层神秘的面
纱，让人雾里看花，但抹去历史

的尘埃，我们还是可从浩瀚史
料中找出一些僚人当年生产生

活的场景。
《太平寰宇记》载：“按《新图

经》云：此县（宾化县）民并是夷
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

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
桑，以茶腊供输。”“无夏风，有僚

风，悉住丛青，悬虚构屋，号阁

栏。男则蓬头跣足，女则锥鬓穿
耳。以生处山水为姓名，以杀为

能事，父母丧不立几筵。”《旧唐

书·南平僚传》记载：“南平僚者，
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

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

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男子
左袵，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

幅，穿中贯其首，名为通裙……”

从这些点滴记载中，僚人的衣食
住行也慢慢清晰起来。

从文化习俗来看，他们文

身、椎髻、跣足、凿齿、鸡卜、祭
鬼、尚巫。这些僚人习俗，一些

是受到了巴人、僰人等民族习
俗的影响，如文身、椎髻、跣足、

祭鬼、尚巫等。但也有一些是
僚人独特的习俗，如凿齿，打掉

门牙，《新唐书·南平獠传》认
为，此俗是南平僚人犯了疟疾

之后，为了方便灌喂药汤，而把
病人紧闭的牙齿打掉。也有人

认为，南平僚之所以凿齿拔牙，
是因为在父母去世下葬时，要

将牙齿投入棺中，既示永诀，也
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有人

认为，凿齿是南平僚人表示成
年的标志，尤其是女子必须先

凿齿后才能出嫁，否则就会危
害夫家。僚人尚鬼信巫，生病

则“其俗信巫而不求医”，天旱

则占巫求雨，县志载：“治东当
四十八渡之半，有龙洞焉，曰普

济，其龙神具多变化。在昔宋

理宗时，宫殿灾，龙致雨救之，
封得道龙王。”此尚鬼信巫的习

俗则长时间流传了下来，明万

历《重庆府志》依然记载：“南川
县，民多质实，礼尚节俭。又风

俗朴野，服养俭陋，冠婚相袭，

尚鬼信巫。”
从生产生活习俗来看，僚人

既农耕也猎渔。《太平御览》记载

“僚人不解丝竹，唯坎铜鼓”，每
到丰收时，僚人击铜鼓讴歌，摇

摆起舞。在河中捕鱼时使用柳
叶舟，妇女以棕丝织网具，男子

在湍急的河流里穿梭如箭。僚
人女多男少，妇女负担生产劳

动，并由女方向男家求婚结亲。
僚人有女人生产男人坐月的习

俗，即“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
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

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
苦，炊爨樵苏自若”。贫苦之家

没有嫁妆给女儿作陪嫁，就只能
卖给富裕之家作婢女。

从居住习俗来看，他们的房
屋称为干栏。《旧唐书·南平僚

传》记载：“南平僚者，部落四千

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

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
上，号为干栏。”这种干栏式民居
建筑，为木室茅顶，大多为二层，

少数为三层，底层一般用来圈养

家禽家畜和摆放农具，上层为居
室，主要有神台、火塘、居室和粮

仓，上下层以木梯相连。这种干

栏建筑形式也一直传承了下来，
成为金佛山民居的重要特色，不

少干栏式老木楼至今仍保持完

好。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更是保存着大量的干栏式村寨，

是土家族、苗族、壮族等少数民

族的主要建筑形式。
从衣着习俗来看，其服饰颜

色有白、红、花、青多种，以所穿
麻衣色彩区别，其分支又有白
僚、红僚、花僚、青衣僚之称。《旧

唐书·南平僚传》记载：“男子左

袵，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
穿中贯其首，名为通裙。”男子衣

服为左襟式，不戴帽，赤脚，其王
姓朱氏，号为剑荔王。妇女用两

幅布中间挖个洞，从头上套下，
称为通裙，为中国最早的连衣

裙。发髻很美，垂在脑后。用三
寸长的细竹筒，斜插耳孔以为装

饰，富裕者还用珠宝等装饰。
有学者认为，崖墓葬、悬棺

葬、深基葬是僚人的墓葬形式。
至今在南川境内，除悬棺葬保存

较少以外，崖墓分布有三十余

处，其中天星崖墓一处就有百余
穴，而比崖墓较简的古深基墓更

是随处可寻。

然而，具有浓郁民族风情、
史籍频频记载的南平僚，却在南

宋时期从隆化神秘消失，这就涉

及到下一个话题：僚入华夏，一
皆中国。 （未完待续）

唐宋隆化，一皆中国（二）
杨毅平

留下蚊子“吸管”后患
无穷

如果恰好发现蚊子正在
自己的皮肤上吸血，应该立
刻血刃仇“蚊”快意恩仇，还
是将其“驱逐出境”后再从长
计议？

一般来说，蚊子在吸血
时突然被人拍死、口器还来

不及拔出的话，留在皮肤内
的口器作为异物，最可能发
生的情况是加重局部的免疫
反 应 ，使 瘙 痒 和 皮 疹 更 严
重。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如
果发现了正在吸血作业的蚊
子，最好先轻轻将其轰走，在
解除安全警戒之后再追踪灭
杀，而不是直接一巴掌拍死。

科普之窗

（上接第一版）群众认可的党员或
居民，共同组成“夜猫子”巡逻队，
形成“网格是我家，治理靠大家”

的良性互动。

强化保障
探索基层治理“新样板”

“长远小区以前二次供水的
电费都是由社区垫付，出不起卫
生费，由办事处安排人打扫卫
生。”长远小区党支部书记苏慧
说，长远小区是拆迁较早的城市

安置小区，人员杂，社会治安差，

是挂牌整治区域。
去年，小区成立党支部，划出

10个网格，推选业主代表当楼栋

长兼网格员。引进物业管理，打
造红色物业，进行专业化管理。

“小区内树木没有修枝，居
民提议修剪，现在正在进行。”苏
慧说，原来是老式路灯，灯太高，

照明差，现在计划安装 50盏太
阳能路灯。小区内安装门禁系
统和摄像头，提高智能化管理水
平。同时解决停车位少的问题。

一项项工作的落实，离不开
西城街道“机制固网”。该街道

选拔素质高、能力强、热心公益、
群众认可的党员或居民进入网
格，每月给予其一定的手机流量

补贴。定期开展基层综治队伍
业务教育培训，确保广大网格员
始终处于“上网在线”状态。

此外，该街道为进一步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提升情感认同，

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每年投
入 5万余元为居民购买综治保
险，居民安全感上升至99%。

同时，落实“人防”“技防”相
结合的机制，与公安部门联合，合
理规划布局，实现在重点卡口、路

段、场所、区域摄像头监控全
覆盖。

西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杜仕

敏说，西城街道通过党建引领、
协同治理，将党组织进网格，党
员力量进网格，让党的领导贯
穿基层治理全领域。同时，将
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

深入推进党建网、防控网、综治
网联动融合。充分发挥网格在
矛盾调解、社会治安、违法打击、
宣传教育等一系列基层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实现关口前移、源
头治理。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7月
8日，新疆阿勒泰地区乡镇党委

书记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提升
专题研讨班在南开班。

本次培训设置了“贯彻新

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生态农业的南川实践”“乡村
振兴的南川行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专题课程，并
将组织学员到我区规划展览
馆、东街文旅小镇、大观原点、

金龙村、兴隆镇白茶基地、远雪

农场等地实地观摩。

新疆阿勒泰地委组织部副

部长、地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杜
鹏表示，今年，组织了 60多名乡

镇党委书记来到我区，通过深

入学习我区在推动乡村振兴过

程中的方法路径、经验启示，补
齐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中
的知识短板、经验盲区、能力弱
项，找到工作的落脚点和发力

点，进而当好新疆阿勒泰地区乡
村振兴的“规划师”。

新疆阿勒泰地区乡镇党委书记政治素质
和履职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在南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