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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9月
26日，我区 2022年电商人才培
训班开班。

近年来，我区产地直销、直
播带货、微商等新业态持续涌
现，电子商务在带动一产、促进

二产、服务三产上不断发力。
2021年全区电子商务交易额实

现33亿元。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 3

天，培训对象为我区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电商从业人员、电
商企业及传统商贸企业负责

人。主要培训内容为短视频

创作和基础运营技巧，短视频
拍摄、剪辑实操，线上电商创
意营销等。

区商务委副主任李联会介
绍，电子商务将是我区商贸产业

培育的重点，区商务委将通过开
展广泛的电商人才培训，在商贸

领域推广普及电子商务理念、提
升其操作技能，逐步培养建设一
支能够熟练运用网络实际促销

农特产品的人才队伍，助推我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我区开展电商人才培训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近日，

重庆市妇科微创技术治疗进展

及“宫腔镜在子宫黏膜下肌瘤的

临床应用技术”培训会在我区举
行，来自武隆、涪陵、綦江等区县

妇幼保健医务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了陆军军医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

妇产科专家，采用理论培训、学术

交流的方式，围绕三维重建技术

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早期宫颈

癌的腹腔镜手术方式、临床医疗

技术规范管理、宫腔镜在子宫动

静脉瘘临床应用、医疗质量考核

方式制定分享、门诊宫腔镜规范、
日间宫腔镜手术的临床管理流程

等内容展开专业培训。

参与培训的区妇幼保健院

医务人员表示，此次培训进一步
了解宫腔镜手术的多元化，对提

升宫腔镜手术技术具有非常大

的帮助，能更好地为广大女性排

忧解难。

重庆市妇科微创技术治疗
进展培训会在南举行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没
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到补偿，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区人力社

保局通过“监察+仲裁”一体化办
案机制成功处理了一起劳资纠

纷，以刚性执法和柔性调解相结

合的方式，高效化解了相关矛盾，

获得了劳动者的诚挚感谢。
8月，某房地产公司售房部

的十多名职工到区人力社保行政
执法支队反映被拖欠工资及经济

补偿金问题。经过初步调查，监

察员发现该房地产公司因为经营

和疫情原因，流动资金暂时出现
了困难，于是开始拖欠员工工资，

并电话通知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关
系。经过多次沟通，双方对工资

及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有争议，未

达成一致意见，员工便集体向区
人力社保局举报投诉。

“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办

案流程，在所有环节都顺利的情

况下，劳动者拿到补偿需要一个
多月的时间；如果不顺利，则需要

等待8个月以上的时间。”区人力
社保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程仲生

介绍。为了减少当事人维权成

本，节省双方的时间和精力，区人

力社保局启动了“监察+仲裁”一
体化办案机制，由监察员将劳动

者引导至仲裁调解室，并约谈房
地产公司负责人，组织企业与劳

动者现场协商解决。

调解现场，仲裁员和监察员
根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于

工资结算、经济补偿金金额、社会

保险欠费等方面的争议，耐心为

双方讲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工资支付暂行条

例》有关规定，释明法理，从劳动
争议案例、监察仲裁职能、依法理

性维权等方面入手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工资支付一

致意见，仲裁院出具书面调解书，
员工放弃部分经济补偿金，公司

则在 10月 1日前支付全部拖欠
工资。

“运用‘监察+仲裁’工作模

式，可以实现劳动者工资争议案
件‘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做好

庭前化解，大大缩短办案期限，极

大方便了群众维权。”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院长李弘波介绍，区
人力社保局通过建立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与劳动保障监察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和劳动保障监察队伍能

力水平，形成“1＋1＞2”的联动工

作合力，目前已累计为2650余名
劳动者追回4100万元工资。

区人力社保局：

“监察+仲裁”联动 解决群众忧“薪”事

本报讯（记者 李佳遥 通
讯员 阳萍萍）近日，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巴蜀味道”知识
产权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重点检

查被纳入川渝知识产权重点保
护名录的重点商标品牌、优质地
理标志、高价值专利以及川渝两

地知名的调味品、火锅底料、农
特产品等商品。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我
区大型批发市场、超市、商场、专
卖店、连锁经销店等重点区域进
行拉网式检查，对在售的南川方
竹笋、涪陵榨菜、泸州老窖、郫县
豆瓣等川渝产品，从商标、包装

等方面进行检查，严查商标侵

权、假冒专利、地理标志侵权及
其他违法行为。同时，向商户宣

传讲解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
规。截至目前，共检查商户 20
余家，暂未发现涉嫌侵犯川渝知
名商品知识产权相关行为。

接下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常态化开展“巴蜀味道”知识
产权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加强线
索排查，加大侦查力度，严厉打
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推动形成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力，构建协
调、顺畅、高效的川渝知识产权
保护格局，营造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崇尚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巴蜀味道”知识产权
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防范养老诈骗知识③

老 年 群 体 选 择“ 养 老 服
务”时，要选择具有正规资质
的养老企业、养老机构。投资

“养老项目”和购买“养老产
品”时要多思多虑，多与子女
商量，不要轻信所谓“高额返
利”“高价回购”等宣传，自觉
抵制高利诱惑，时刻绷紧防范
意识这根弦，时刻保持理性投
资、理性消费。

办理“养老保险”时，要通
过政府网站、居委会等有关部
门详细了解国家和地方政策，

依法依规办理，不要轻信所谓
“有关系”“找后门”可以低价办
理等。

看病就医要到医院，不要
被所谓免费讲座、免费诊疗等
蒙蔽，更不要听信“神医”“神
药”“包治百病”等。建议广大
老年人积极参加相关部门组
织的养老诈骗宣传教育活动，
充 分 了 解 犯 罪 分 子 惯 用“ 套
路”手法，踊跃举报养老诈骗
犯 罪 线 索 ，牢 牢 守 住“ 养 老
钱”。

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养老诈骗？

一、个人出入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餐饮住宿等公共场所
须配合做好哪些防疫措施？

1. 红码人员不能进入住
宿场所，黄码、弹窗人员需出
示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后方
可入住，并严格按照社区要
求，分类落实各项健康管理
措施。

2. 红码、黄码、弹窗人员
均不能进入除住宿场所以外
的其他公共场所，红码、黄码
人员需配合做好管控措施。

3.人员进入场所，主动测
温、佩戴口罩、配合健康信息
核查（“场所码”“行程码”“渝
康码”“社区报告二维码”）、

配合身份登记等。
4. 以上要求需按照最新

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二、出入人员不配合做好

防疫措施将会承担哪些后果？
对违反防疫规定，拒不

执行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引
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三十条规定，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

重庆市南川区个人出入公共场所
（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住宿）疫情防控须知

（上接第一版）

补短夯基：
乡村建设绘出脱贫“底色”

盛夏七月，平均海拔 1300多
米的山王坪镇庙坝村却凉风习

习，正是避暑的好地方。

“你好，我们想订两间房，明
天晚上就到。”“不好意思，房间早
就订完了。”“那不住宿，预订明天
的午餐呢？”“实在抱歉，客人太多
了，实在是接待不下了。”在整个

避暑季，位于庙坝村的“遥泽居”
农家乐由于游客太多，只能接受

预订，每天都要婉拒许多临时订
房的客人。

“以前只是房间需要预订，吃

饭随时可以接待，但现在来的客

人实在太多，吃饭也需要提前预

订了，生意好得很。”“遥泽居”农
家乐老板程坤祥提起今年的生意

就喜笑颜开。
曾经那个“山旮旯”里的庙坝

村，如今不仅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子”，还成了避暑纳凉胜地，吸引

无数游客到来。

山王坪镇庙坝村，曾经有多

穷？全村人被崇山峻岭“锁”在大
山深处熬日子，整村无田，山高坡

陡，出行不便，直到上世纪 90年
代才通了第一盏电灯。贫穷，是

当时的庙坝身上最深刻的烙印。
庙坝村地处三山夹两谷的

“Y”字地形，全村面积约 37平方
公里，可耕地面积仅有 1532亩，

且多数为耕作困难的坡地，村里

人将种黄连和养中蜂作为主要收
入来源，但悬挂在绝壁上仅有 3
米宽的挂壁公路，让村里的黄连

和中蜂难以销售。
十年一晃，山乡巨变。精准

扶贫工作开展以后，庙坝村充分
利用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
的风景，大力发展黄连、中蜂等产

业和乡村旅游，加大力度改善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骨干道路，升级

改造通社支路、入户路、院坝路，
打通了乡村旅游的“动脉”和“毛

细血管”。

公路修通了，村庄漂亮了，

环境干净了，基础设施越发完善
了，各类产业日益兴旺起来……
庙坝村先后荣获“第一批国家森

林乡村”“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
等称号，蜕变成令人羡慕的“桃
花源”。

庙坝村的巨变是我区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更是深入贯彻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南川

的生动实践。脱贫攻坚以来，我
区全面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
批”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短
板弱项，精准发力突破坚中之坚，
改造农村 C、D级危房 12838户，

拆除危旧房 6258 户，完成农村

“四好”农村路2200多公里，建成
农村饮水工程5586处，新建及改
造高低压输电线路 255.71公里，

新铺设天然气管道92.38公里，实

施贫困户卫生厕所改造2874户。

产业破题：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长坪村，曾是河图镇唯一的

市级贫困村。

过去，这里交通不畅，产业发
展滞后，被当地人戏称为“长贫村”。

如今，千亩茶园、蔬菜大棚……产
业发展风生水起，村民收入持续

稳定增加，日子一天比一天甜。
改变从何而来？变化始于脱

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
本之策，只有产业扎下根，群众才
能真脱贫。”为了发展产业，长坪

村党支部通过长坪夜校，为村民

提供政策宣讲、创业培训，培养实
用人才，动员在外发展的年轻人

返乡创业。

为了稳定持续增收，长坪村

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探索
将 203.5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入股
到 9个优质产业项目中，集体经

济组织享有股权，业主享有使用

权，贫困户享有收益权。贫困户
通过产业发展、务工就业、土地入

股、配股分红等方式，获得了多份
收入，变传统的“输血式”扶贫为

“造血式”扶贫。

脱贫攻坚过程中，仅在长坪

村就实施了 12个大项目 33个小
项目，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
依托资源、交通优势，引进农业企

业3家，培育发展了茶叶、金丝楠
木、无花果、大棚蔬菜等产业
2000余亩，同时结合务工就业、
土地入股、配股分红等方式，强化

利益联结，实现全村每户人家都

在产业发展上有所收益。如今的
长坪村，产业发展风生水起，全村
年人均收入达到1.7万余元，长坪
村党支部也先后被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荣誉称号。

为了实现脱贫路上不落一

人，我区一系列发展产业助农增
收的新举措应运而生：坚持基本
经营制度、各方互利共赢、引导农

民参与、优先扶贫扶弱、稳步渐次

推进等原则，通过资产收益、土地

流转、资金入股、房屋联营、务工
就业、产品代销、生产托管、租赁

经营等联结方式，大力发展“3+
2”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指导贫困

村精准选择优势产业项目，40个
贫困村确定主导产业73个，发展

中药材12.2万亩、茶叶1.85万亩，

全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

户 11500 余户次；建立完善“专
家+技术指导员+试验示范基地+
科技示范户+贫困户”技术推广
模式，建立科技示范点6个、专家

科技服务团 1个，培育科技示范
户740户。

惠农惠民：
兜牢底线补齐民生“短板”

在水江镇劳动安置点，村民

裴巨平和往常一样，刚吃过晚饭

就和家人出门散步纳凉，在楼下
的花园和周边邻居闲聊后，又走
到了运动器械前锻炼身体。

45岁的裴巨平曾是贫困户，

一家七口以前住在水江镇山水村

的老房子。老房子不仅位置偏
僻，每次去镇上都需要走上两个

多小时，而且房屋经检测为D级
危房。

“出行确实不方便，从公路到
门口有几十米的泥巴路，下雨天

穿双新鞋出门，回家就是满脚
泥。”搬到安置点后，裴巨平最大
的感受就是方便。“买东西，出门

就有小卖部；要热闹，楼下能跳坝
坝舞；交通好，二十分钟走到集镇
上，各方面都比住在老房子好。”

提起安置点的生活，太平场

镇河沙村村民王兴才满意的不只

是方便，还有贴心。“路灯、广场、
小花园、河边步游道，样样都有，
特别是还专门划出地块提供给我
们种地。”

考虑到村民生活需求，在安
置点建设之初，太平场镇就把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与安置房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在为搬迁群众
落实用水、用电、用气、超市、快
递代收点等配套的同时，还在安

置点周边统一安排空地，集中分

配给搬迁户种植蔬菜，提高搬迁

群众生活质量。
近年来，我区瞄准脱贫群众

民生期盼，在保障义务教育方面
建立联控联保工作机制，调整部

署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资助、
控辍保学等工作，疫情防控期间

通过网络授课、送教上门等方式
保障贫困学生课业不受影响，累

计资助贫困学生 26万人次、2.14
亿元，发放生源地贷款 1.9万笔、

1.42亿元；在保障基本医疗方面
推进医疗卫生人才乡聘村用，提

升村医中执业（助理）医师占比，
全区配备乡村医生 324名，确保

每个贫困村至少有 1名村医，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全覆盖，贫困患者住院自

付比例 9.92%，慢病、重特大疾病
门诊自付比例 17.59%；在保障饮

水安全方面，全覆盖开展农村饮

水安全排查整改和供水工程管
护，确保饮水安全户户有保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今，在南
川，广袤田野美丽如画，乡村道路

四通八达，特色产业生机盎然，脱
贫地区面貌彻底改变，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脸上的笑容越来
越灿烂，摘掉贫困“帽子”的他们

正如火如荼地在乡村振兴新生活

中接续努力奋斗。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国庆
将至，9月26日，南城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在天马旅游公路开展
清洁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
“文明旅游不仅要环境美，

还要行为美……”在南城街道文

华社区健身文化广场，志愿者带
领大家一起回顾着近年来因发
展旅游带给村民的政策福利和
生活变化，并向大家讲解了《中
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公约》的
相关内容，号召大家共同维护

家乡形象，当好家乡旅游的“宣
传员”，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

环境。
“以前出门天晴一身灰，下雨

一身泥，天马公路修好后，不管何
时出门身上都干干净净的。”“房
子白墙灰瓦，院前院后整洁规范，

这能给游客留下好印
象，农家乐才有人
气。”说起自己的幸福
生活，大家脸上满是

笑容。
“环境改变的同

时，离不开志愿者的

帮助，他们义务打扫
环境卫生、劝导游客
文明出行、引导村民
不乱涂乱画。”“志愿
服务活动在文明南城
发展中有很重要的助

推作用。”当天，村民
听了志愿者的故事

后，表示也要参与其中，为金佛山
沿线文明旅游出一份力。

据了解，文华社区紧邻金佛
山西坡，是游客进入金佛山西坡
的必经地。近年来，南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在沿线常

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革除生
活陋习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通
过志愿者活动引导村民、游客为
文明城区出力。

当天，10余名村民加入南城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为志愿
者。随后，大家一起走进农家小
院、公路沿线、田间地头清扫垃
圾、开展文明行为宣传。

南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清洁旅游路 焕靓迎国庆

志愿者在文华社区公路沿线清扫垃圾。 记者 甘昊旻 摄

脱贫答卷，写在广袤乡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