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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光
瑞）节假日自驾去重庆动物
园休闲游玩时，停车难是困
扰很多游客的事情。日前，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动物园
获悉，新建成的重庆动物园
停车场已于近日正式向游客
开放。

据介绍，由于受地理条件
限制，重庆动物园停车一直以
来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今
年3月，该园启动了景区停车
场新建工程。新建停车场为
露天停车场，位于重庆动物园

老大门（现在的东一门）和新
大门之间，占地4000多平方
米，共有172个停车位，包括
167个小车位（客车 9 座或 9
座以下）和5个大型车位。

前往游玩的市民可以沿
着杨家坪环道进入西郊路，途
经杨家坪中学到达动物园老
大门，再往新大门方向前行约
100米，靠右进入景区将车辆
停放在新停车场。

目前，该停车场每天早上
8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其
它时段车辆只出不进。

重庆动物园新停车场启用
缓解节假日停车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18日至20日，为期3天的“中
国铝业杯”第11届全国有色
金属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西
南铝厂区举行。期间共有来
自全国36个企业代表队、191
名选手，展开设备点检、金属
轧制等多个工种的技能比拼。

10月18日下午，在九龙
坡区西南铝生产基地，一名选
手正在进行联轴器安装，只见

他灵活操作着卡尺等测量工
具，很快就完成了设备调试安
装，并得到裁判组一致亮出的
高分。

据介绍，该项竞赛是全国
有色金属行业最高等级赛
事。在本届竞赛最终优胜者
当中，将产生两名“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9名“全国技术
能手”和9名“有色金属行业
技术能手”。

第11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
技能竞赛决赛在渝举行

10月17日，大足区珠溪镇冬菜专业合作社，工人
们正在腌制冬菜。

据悉，“大足冬菜”是当地的非遗项目和地理标志
旅游商品。近年来，该区采取“公司+村民入股”的方
式大力发展冬菜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年产
冬菜1.05万吨，产值过亿元。 通讯员 黄舒 摄

冬菜助农增收

“秋的拼音是qiu，q是声母，iu是复韵
母。跟着我读：qiu，秋天……”10月17日
早上9点，大足区珠溪镇八角村小的教室
里，在老师康清秀的带领下，孩子们正在一
字一句认真读书。

八角村小建于1950年，曾经有6个年
级、数百名学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村里人口越来越少，学生也越来越
少了。

虽然八角村小的学生很少，但其办学
质量、教学条件不断改善提高，它是大足区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果没有这所村小，娃儿到
中心校读书要走一两个小时

八角村小坐落在村委会旁边，校舍面
积共300多平方米。从校门走进去，左右
两边分别是教室、图书室、活动室、厨房等，
尽头是一个小小的操场。

“八角村地广人稀，幅员面积7.5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3000人左右。”八角村村委
会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村子距离珠
溪镇场镇大约6公里，如果村里的娃儿到
镇上的官仓中心小学读书，早上6点就得
起床，然后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校。

现在八角村小的3名学生中，唯一的
一名女生陈思琪，走半个小时到校；陈川离
学校最远，爸爸每天骑摩托送他上学；李东
旭最近，只需要走几分钟即可到校。

通过网络找资源，带孩子们
一起学习

今年40岁的康清秀是2004年到八角
村小教书的。如今，她是八角村小唯一的
老师，同时还是炊事员、卫生员。

“每个课间十分钟都得安排利用好。”
康清秀说，早读课后的十分钟，她得赶紧
把昨天布置的家庭作业改出来；一、二节
课后的十分钟，要把做营养午餐的肉、菜
切好；第三节课后的十分钟，把饭蒸上。

“这样才能保证第四节课后学生能尽快吃
上午饭。”

尽管八角村小只有1名老师3名学生，
但教学设施却很齐备。重庆日报记者在教
室里看到，讲台旁边有一台42英寸的大彩
电，可接收卫星和网络信号。

“这段时间因为下雨，我们在维修教
室，线路断了。”康清秀说，自己平时常常通
过多媒体设备，在网上查找相关课件，“还
有音乐、美术方面等课程，我也通过网络找
资源，带孩子们一起学习。”

那束漂亮的绢花，是她最
珍视的礼物

“八角村小的教育教学条件，一点都不
输于中心校。”官仓中心小学校长何启财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几年前，学校扩大了操场
面积；最近又花了几万元将学校的房梁、瓦
片全部更换。在图书配备、教辅用具等方
面，官仓中心小学也给予八角村小相应补
贴。

八角村小的学生读完三年级后，就会
转到官仓中心小学。“在三年级时，八角村
小会开设英语课。每周，官仓中心小学会
派英语老师来‘走教’。”何启财说，无论教
学条件、硬件设施，八角小学样样达到了标
准化、均衡化。不仅如此，在八角村小，学
生们的学习成绩都挺不错。在康清秀刚送
走的上个三年级班，有个从外地转回来读
书的学生，之前语、数测试只能考十几分，
后来能达到八九十分了。

康清秀也得到学生们深深的喜爱：他
们会偷偷在讲台上给康老师放一块蛋
糕；在他们的画笔下，最爱画的是康老
师；课余时间，他们最爱和康老师打球、
踢毽子……

“去年教师节，三年级的学生们像变戏
法一样送给我一束绢花。”康清秀说，她把
那束漂亮的绢花放在宿舍里，那是她最珍
视的礼物。

“村小离场镇那么远，他们一定是提前
去买好的。”康清秀红着眼眶说，只要村里
有学龄儿童，自己就会在这里教下去，“山
里的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最
大的心愿，就是教给他们知识，让他们长大
后有出息。”

大足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珠溪镇八角村保留了一所设施
完善的农村“袖珍小学”，方便附近孩子就近入学——

一所只有1位老师3名学生的村小
本报记者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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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创渝新”打擂金秋十月

从10月中旬开始，4场总决赛分别在巴
南、渝中、沙坪坝和九龙坡区搭起擂台，120个
创业创新项目在擂台上“打”得热火朝天。

“这是我市自己举办的首届“渝创渝新”
创业创新大赛。”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
说，这创业项目的“擂台”，已把全市的创业
热情激发出来。

今年8月，由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和
市妇联联合举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具体协
调组织的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在全
市拉开帷幕。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介
绍，这次大赛重点围绕我市的重点产业、新兴
产业，聚焦农业、科技、文创、综合服务类四大
行业以及妇女、大学生两大重点服务群体和
高速公路服务区这一重点区域，举办4个行业
赛和3个专项赛。

在4个行业大赛中，渝中区人民政府承办
了综合服务类大赛，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承办
了科技类大赛，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承办了文
创类大赛，巴南区人民政府承办了农业类大
赛；妇女专项赛由市妇联牵头组织；为大学生
服务的“泛海扬帆”专项赛由市就业服务管理
局牵头，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具体执行；高速

公路服务区专项赛由重庆高速集团组织实
施。

这聚焦农业、科技、文创、综合服务类4
个行业的大赛，都由各区县先进行选拔，复赛

胜出的30个项目，进入总决赛的“擂台”。
据介绍，各区县为能把自己拿手的创业项

目推上“擂台”，除组织创业创意人才策划项目
外，还自己进行了选拔赛，最后能够上决赛“擂
台”的项目都是花中选花。

“擂台”集聚众多创业要素资源

这样的“擂台赛”能够促进全市的创业创
新和带动就业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大赛，把各方面
最优秀的创业人才和团队、创业创新项目集聚
到“擂台”上来，把创业投资者的目光及各类要
素资源也吸引过来，与“擂台”上的项目对接
后，就会把这些颇有创新创意的项目转化为生
产力，从而催生创业创新，增加就业。

据介绍，这次大赛中的比赛采取“5+4”的
形式进行路演，即5分钟PPT项目展示和4分
钟答辩。4个行业大赛分别进入总决赛的30
名中，将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
名、优胜奖6名。

对这些获奖的项目，一等奖项目将获补助

金10万元，二等奖项目将获补助金5万元，三
等奖项目将获补助金2万元，优胜奖项目将获
补助金5000元。

与此同时，还将举办首届“渝创渝新”创业
创新大赛成果展，并邀请投资机构、创业孵化
基地（园区）与获奖项目对接，签署合作（投资）
协议。

在总决赛中获得等级奖的企业，还将获得
市里在创业政策上的诸多支持。

这些获奖项目有机会获得补助金，参加
市人力社保局组织的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深
度培训；将优先推荐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
地；优先推荐参加人社部组织的创业大赛，
获等级奖的可配套等额补助金；可享受市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创业担保
贷款绿色通道服务；获奖企业创始人技术技
能突出者，可按国家职业资格相关要求，破
格申报相应职业工种等级资格证书，并优先
推荐参评技能专家工作室等各类技能人才
评选项目等。

通过这些政策上的扶持，使大赛中获奖的
项目能够尽快形成生产力，在带动就业上发挥
出作用。

“渝创渝新”大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

“渝创渝新”虽然只是一个创业创新大赛，
但各区县为了组织参与好这次大赛，却在扶持
创业带动就业上花了更大的功夫。大赛有效
地推动了全市的创业，并带动就业。

巴南区作为首届“渝创渝新”农业行业总
决赛的承办单位，在全区启动了“助你启航”创
业行动，共实施了12项行动来引领全区的创业
创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3个项目获得“泛海
扬帆”大学生创业行动专项资助，并选拔出17
个项目参加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大赛，其中进
入复赛的项目有9个。

“这些创业行动有效地引领了全区的创
业，带动全区就业。”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说，截
至目前，今年全区已新增创业人员9760人，在
全区形成了全民创业的格局。

承办文创行业总决赛的九龙坡区实施了
创业能力提升行动，以专业化服务推动创业者
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
业态，推动老旧产能转型升级；促成与北京万
学教育开展创业与就业深度培训合作项目；完
善创业项目库，举办创业大赛，开展创业成果
和创业项目展示推介；改造利用闲置楼宇、厂
房、库房、老厂区、老校区，整合利用标准厂房、
商务楼宇等方式，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
间、科技孵化器、商贸企业集聚区、微型企业孵
化园、楼宇产业园等创业平台。

承办科技行业总决赛的沙坪坝区，是科教
文化大区。区里紧紧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打造了“众创E家”等数十个全方位、多层
次、多类型的创业创新平台，相继培育引领沙
坪坝区创新创业源头，吸引了区内、全市、甚至
全国众多科技创业创新人才集聚，推动实现了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进而有力促进
了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就全市而言，通过大赛推动大众创业，带
动就业也取得好的成效。”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说，近两年来，全市通过就业管理
部门扶持的创业项目共有6万余个，带动就业
28.4万人。

首届“渝创渝新”大赛激发创业就业热情

王彩艳 图片由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

在全社会越来越注重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今天，能够通过智能终端获
取数据，再将数据有效转换为电力服务和设备咨询，帮助企业省心省工省电
费的用电管理、用电咨询与服务的创业项目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重视。

这个创业创新项目名叫伏特猫。
10月16日，由沙坪坝区选送的这个项目在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

赛的综合类总决赛中，从30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夺得桂冠。

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综合服务类总决赛现场

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农业类总决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