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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
书写奋斗人生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10 月 31 日，重庆河长制视觉
标识（LOGO）暨重庆河长人物
标识设计活 动 获 奖作品揭
晓。名为“腾飞”和“渝小河”
的两幅作品从众多参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别获得重庆河长
制视觉标识（LOGO）和重庆河
长人物标识的优秀奖，这两幅
作品将运用到以后的河长制宣
传之中。

重庆市河长办工作人员介
绍，从9月19日公开征集作品
以来，重庆市河长办共收到投稿
作品百余件，主办方及相关部门
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集中研讨、
评审后，选出了 20 件入围作
品。最终通过网友投票和评审
小组评审在入围作品中确定了
优秀奖和创意奖作品。

此次获得视觉标识优秀奖
的作品“腾飞”以重庆的拼音首
字母缩写“CQ”、河长的“河”
字、奔腾的河流、大美的山水等
元素进行艺术创作。突出了重
庆的地域和人文底蕴，体现了
河长制的内涵，以及重庆市河
长制飞速发展的步伐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表达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河长人物标识优秀奖作品

“渝小河”则以拟人化的手法创
作出了一个年轻的河长形象。

体现了山河湖泊的色彩，明确
了主题。其站在浪花上面带笑
容，又手持盾牌代表着对各种
水问题的抵抗。

重庆市河长制视觉标识
和河长人物标识揭晓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
1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市人力社
保局、市教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
人事管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将进一步深
化高校“放管服”改革，优化高校人
事管理服务，全面促进我市高等教
育新一轮提升和发展。其中，高校可
自主实施岗位管理和职称评审，对专
业技术岗位的结构比例实行动态调
整，并实施多样、灵活、创新的绩效方
式，以切实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
展生态。

高校可自主实施岗位
管理和职称评审

据了解，《通知》明确了下放职称
评审、岗位管理、公开招聘、优化岗位
结构比例、强化岗位聘用考核等12项

内容。其中，在人才结构方面，高校可
在岗位总量内自主确定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结构分布，
并在3类岗位结构比例内，自主拟定
岗位设置方案，自主制定岗位聘用条
件和考核办法，自主组织实施竞聘上
岗和岗位考核。

“这一规定表明高校可根据工
作需要和人才队伍建设实际，自主
确定公开招聘的时间、数量、岗位、
条件，自主组织考试考核，自主公布
考试结果，自主实施体检考察，政府
部门不统一组织高校人员聘用考
试，简化了进人程序。”重庆大学人
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支持
具备条件的高校自主开展职称评
审，政府部门不再审批评审结果，不
再行文和发证，而是实行事后备案管
理。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畅通后，
非常有利于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或团队。

对高校专业技术岗位
的结构比例实行动态调整

《通知》规定，大力支持高校实施
教育领军人才计划，重点围绕“双一
流”建设学科和科技创新平台，着力引

进培育一流科学家和学科领军人才；
在高校择优选拔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
备人选，在重点学科、重点专业设立首
席专家和青年专家工作室，培育支持
青年骨干人才；探索建立博士和博士
后连续培养机制，实施重庆市博士后
国际培养交流计划，以招收和培养青
年创新人才。

除培养科研创新人才外，重庆市
还将分类培养培训急需紧缺工程技术
人才和产业创新人才。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通知》要求，将对高校
专业技术岗位的结构比例实行动态调
整，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学
科评估B+以上等级的高校、市级“双
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其他与我市大数
据、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领域紧密对
接的高校，适当提高专业技术高级岗
位结构比例。

“将新增投放200个专业技术二
级岗位，专项用于聘用符合条件的引
进高层次人才，不占各单位专业技术
二级岗位数量，且专业技术中、初级岗
位由高校自主设置管理，因事设岗、按
岗聘用。”该负责人表示，高校应根据
事业发展和人才结构，将新增中、高级
专业技术岗位重点向一线岗位、重点

学科倾斜，向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
紧缺人才倾斜。

多样、灵活、创新的绩效方式

《通知》还规定，将允许高校灵活
确定基础绩效构成比例，高校可根据
教学人员、科研人员等不同类别，将基
础绩效总量划分为若干分配单元，分
别确定基础绩效构成比例，然后对教
学名师以及开展各种创新教学手段取
得实效的教师，在绩效工资分配中给
予倾斜。

“《通知》规定对全职全时承担大
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信息产业
战略发展任务的工作人员，以及承担
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等特殊
岗位工作人员，可在绩效工资总量内
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
活多样的分配办法。”重庆大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样灵活、创新的绩效方式，
有助于激发科研、教学人员的积极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通知》还
规定实施人才特殊报酬单列管理，如
高校可按规定使用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向项目团队组成人员发放奖励，这
些措施均有利于切实营造“近悦远来”
的人才发展生态。

高校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在重点学科及专业设立首席专家工作室；
推行灵活的绩效发放方式——

多项举措为重庆高校人才引进开放“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11月1日，2018全国重庆商会
会长会议在北碚举行，重庆（川
渝）商会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相关知名企业代
表，及重庆市、北碚区相关部门
负责人、企业代表等400余人，
围绕“创新·合作·共赢——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
了交流。

此次活动由重庆市工商
联、北碚区联合举办，旨在全面
落实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精
神，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充分利用
商会组织企业资源丰富等优势，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
北碚开展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
范试点。

当天，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要发挥好商协会带头作用，在国
家经济正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好高
质量发展的总要求。紧紧围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依托重庆商会建立直接的
工作沟通和合作机制，共同开拓
市场，实现抱团发展，并积极融
入、投身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知名企
业北碚行暨项目推介签约会。
相关与会企业与北碚区签署了
项目投资协议14个，签约金额
304亿元，涉及智能化、总部经
济、教育、特色旅游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今年1—9月，北碚
新发展市场主体10011户，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占全区市场主
体的96.4%，201家规上工业民
营企业实现产值247.32亿元，
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
提升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今
年北碚区新签约项目已达149
个，签约金额1313亿元，其中，
民营经济项签约金额1290.014
亿元。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全国重庆商会会长会议
在北碚举行

10月26日下午1点，巫溪
县菱角镇三坪村，连续下了三四
天的雨刚停息，山里凉风又起，
吹得人直打哆嗦。51岁的苏太
英急忙从衣柜里翻了件棉衣披
在婆婆身上，叮嘱几句后，便忙
着给生猪、鸡喂食，然后又径直
向山上走去。

“她一出门基本上就是一下
午。”苏太英的丈夫王家培对记
者说，“我跟她说，坡上湿滑，等
地面干了过几天再撒菜籽也不
迟，可她就是犟，还是一个人悄
悄上了山。”

2016年，苏太英在广州一
制衣厂打工，因出租房里煤气泄
漏不慎被烧伤，经抢救治疗，虽
然保住了性命，但面部烧伤严
重，双手更是落下残疾，干不了
重活。

之前，苏太英和王家培一直
在外务工，攒了十多年的积蓄，
全都花在了手术上。加上苏太
英的婆婆已经年老，体弱多病需
要专人照顾，为此，刚毕业在重
庆找到工作的儿子王运金也辞
去工作回到老家。一时间，沉重
的医药开销让原本就不富有的
家穷得叮当响。

村里得知情况后，将苏太英
家纳为建卡贫困户，并结合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为她家争取到了
12万元的建房资金，目前新房
即将竣工。不仅如此，村里还为
苏太英家申请到大病医疗救助

保险，减轻她家的医药负担。
“哪怕苦一点，也不能等靠

要！”苏太英对村主任王远斌说，
“国家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一
辈子等着国家来救济不现实，也
不好意思，要自己找点事干，靠
自己的双手脱贫增收。”

随后，王远斌以村委会的名
义找到村里的腾展家禽公司，帮
苏太英免费领到了100只鸡苗，
并和公司签订了购销协议。“技
术、饲料都不愁，全部由公司免
费提供。”王远斌说。

养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
易，不懂的，夫妻俩就上网学习，
或是到镇畜牧站找专家指导。
经过4个月的起早贪黑，今年
1月，他们靠卖鸡挣了4000多
元钱。看着收入不错，苏太英又
先后从公司领回100只鸡苗。
此外，她还将3亩耕地开垦出
来，种上了油菜，又买来了两头
仔猪。空闲之余，王家培也到镇
村里当临时工挣钱。

“现在轻轻松松就能脱贫。”
短短一年多时间，苏太英就挣到
了两万多元钱。她说，虽然起早
贪黑很辛苦，但靠自己的双手勤
劳付出，日子过得很踏实。如
今，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转，苏太
英又坐不住了，她正琢磨着向
村里申请几亩地，发展蚕桑产
业以增加收入。她相信，靠着自
己勤劳的双手，日子一定会一天
天更好。

巫溪三坪村残疾贫困户苏太英养鸡脱贫

“哪怕苦一点，也不能等靠要”
本报通讯员 冉春轩

入秋以来，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
送走了许多夏天前来避暑的游客，但
是村庄却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农户
们正抓紧淡季，或改建房屋，或进行农
家乐提档升级。

万隆村海拔1300米，几年前还是
个籍籍无名的高寒小山村，并被列入
市级贫困村。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石壕镇选派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令狐克军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两年
多来，他带领群众壮大避暑旅游经济，
整治办酒风，实现了村民人均收入大
幅增长。

不久前，他又转任邻近香树村的
第一书记。10月30日，在接受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时，令狐克军表示，要把自
己的“扶贫经”和群众的“脱贫经”从万
隆村带到香树村。

围绕避暑旅游壮大产业
两年实现人均增收6000多元

万隆村一处不显眼的角落里，村
民赵久军正在改造房屋。他拿出多年
的积蓄，加上当地政府提供的补助资
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农家乐，准备赶
在明年夏天开门营业。

万隆村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平
均气温22℃-28℃，森林覆盖率达到
80.2%。2014年前，当地村民还主要

靠种植玉米、马铃薯等维生，建卡贫困
户45户。而如今的万隆村，农家乐达
84家，全村人均纯收入从两年前的
7900多元增加到今年的近1.4万元。

2015年，当地决定因地制宜发展
避暑乡村旅游——整修农房以适应旅
游接待需要，扩宽、硬化旅游公路，并
引进旅游公司打造花坝、李公坝等景
点。

令狐克军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
后，针对万隆村前期发展中的问题和
瓶颈进行了集中梳理，拟定出景区加
扶贫户、合作社加扶贫户、农家乐加扶
贫户、产业加扶贫户和种植大户加扶
贫户等扶贫方式。

新建基础设施，鼓励引导村民实
施危旧房改造发展农家乐，增加花坝
景区旅游内涵，打造夜市一条街，发展
高山糯玉米、方竹笋和蜜蜂产业……
在令狐克军等扶贫干部和当地群众的
努力下，万隆村的避暑旅游产业发展
走上了快车道，每年接待避暑游客近
50万人次。

“围绕避暑旅游，组建了花坝农家
乐协会，通过‘后备箱’经济，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令狐克军介绍，如今，花坝
已成为远近皆知的避暑休闲旅游地，
村里农家乐现已发展到84家，10多户
贫困户在协会的帮助下开办农家乐，
收入增加显著。村里的糯玉米也扩大
到近3000亩，发展蜜蜂养殖1000余
桶，去年，万隆村旅游收入已近3000
万元。

刹住大操大办歪风
让村民增收又节流

从前的万隆村办酒成风，“搬家
酒”“接房酒”“安梁封顶酒”，甚至还有

“还愿荐身酒”（为去世的亲人办满十
酒），不仅赚的辛苦钱全被吃光了，甚
至还有村民硬着头皮借钱还人情。

去年，令狐克军在贫困户万学文
家中走访时了解到，有些村民找借口
年年办酒，极端的一年办3次。有的
连吃好几天，互相攀比，造成很大浪
费。“人情支出”，一年下来少则数千
元，多则近万元，成为当地群众特别是
贫困户最大的负担。

为刹住大操大办歪风邪气，去年
11月，令狐克军与镇、村干部一起走
村入户收集群众意见，广泛发动群众
参与制定新的《村规民约》。在今年初
的村民大会上，万隆村1000多村民集
体投票通过了新《村规民约》，并庄重
地签下了名字。

新的《村规民约》，对婚丧嫁娶
的宴请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实行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和备案制
度。操办者需在事前5个工作日内
报告，并在事后5个工作日内报告办
理情况。

令狐克军介绍，新《村规民约》实
施以来，村里没有出现一起违规操办
情况，村民节省下七成多的“人情钱”，
很多贫困户将这笔钱投入到发展生产
中。

目前，万隆村的“治酒”经验已在
石壕镇全面推广。今年8月，市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渝东南片区座谈会在万
隆村召开，对其整治违规办酒及乡村
治理成效予以了高度认可。

转任香树村第一书记
把“扶贫经”扩散出去

花坝火了，万隆村火了！今年8
月，令狐克军又接到了上级党委的新
任务——到与万隆村相邻的香树村开
展工作。令狐克军说，他要将在万隆
做扶贫工作的干劲带到香树去。

虽然是扶贫重点村，但是在令狐
克军看来，香树村的综合条件和潜力
比万隆更好一些。

几个月下来，香树村发展的思路
终于在他的脑海中成型——调动群众
的积极性，仍然从旅游中挖掘潜力，发
展好经果产业，搞好“后备厢经济”。
令狐克军说，过去游客在花坝游玩后，
主要带糯玉米、方竹笋和蜂蜜等土货
回去，与之毗邻的香树村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进行复制。

令狐克军介绍，香树村现有脆红
李等经果林1500多亩，下一步就是在
提升品质的同时，扩大规模。目前，村
里已经在动员农户扩大种植，并考虑
成立合作社。此外，在现有农家乐的
基础上，村里准备引导更多有条件的
村民开办农家乐，计划与万隆村农家
乐协会和景区协同作战，分流缓解旅
游旺季接待压力。令狐克军表示，香
树村既要复制万隆的经验，又要挖掘
自己的特色。下一步，香树村不仅要
在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上提升，还
要发挥群众智慧，发展挖掘新的旅游
收益增长点，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的
红利。

他的“扶贫经”富了两个贫困村
本报记者 王亚同

获得重庆河长制视觉标
识优秀奖的作品“腾飞”。

获得重庆河长人物标识
优秀奖的作品“渝小河”。

（重庆市河长办供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
云阳县路阳镇南海村曾经的贫困户贺
茂胜常说的一句话。为了摆脱贫困，
贺茂胜夫妇从2014年开始种牧草、养
牛。一年时间里，他们用背篼搬运了
3000多斤玉米、2万多斤红薯、20多
万斤牧草，背坏了9个背篓，硬是用勤
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甩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被当地乡亲们称为“背篼夫
妻”。

贺茂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6
岁时，因突发眼疾又没能得到及时治
疗落下了残疾。长期以来只能守着一
亩三分地过日子，勉强维持温饱。可
是，自娶妻生子后，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让家庭开销越来越大。

2013年，是贺茂胜家最艰难的一
年。那一年，仅是家里几个孩子读书
的费用就需要2万多，为此夫妇俩不
得不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种粮食、
喂土鸡……能想到的挣钱方式，他们
都去做。然而，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

得紧巴巴的，不可避免地成了贫困户。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年一场大

旱，让贺茂胜家的秧苗全部干死。之
前的辛苦努力化为乌有，一家人陷入
困境，每顿饭只能啃红薯、土豆，生活
捉襟见肘。有邻居看到他家的情况，
心中不忍，主动送来50斤大米，但贺
茂盛却拒绝了。“你送给我50斤米，我
就只有这50斤，吃完了又该啷个办
呢？如果你能借我一块田，我自己去
种，那样我就不止有 50 斤，还会有

500斤，说不定还能有更多！”贺茂胜
的一席话让邻居意外之余，也对他的
志气感到欣赏，当即便答应了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收获的季
节，他们共收获了大米3000多斤，一
家人的吃穿总算有了着落。

“虽然政府是按实际情况给我评
的贫困户，但我们两口子好手好脚，必
须想办法尽快脱贫。”觉得当贫困户不
光彩的贺茂胜萌生了养殖肉牛脱贫的
想法。

2014 年 3 月，在亲朋好友帮助
下，贺茂胜买了9头母牛和5头小牛，
当地政府也帮他选址新建了养殖场。
在离养殖场3公里远的荒坡上，夫妻
俩还开垦出了一大片地，种植了10亩
牧草。由于交通不便，背篼成了唯一
的运输工具，不管是玉米、红薯还是牧
草，全都得靠人力一背篼一背篼地运
送。从此，不管寒冬还是酷暑，村民们
总能在往来的路上看到夫妻俩佝偻着
身子负重前行的身影。

一背篼草料少说也有七八十斤
重，装满得有一百来斤，背的时间久
了，肩上就会勒出很深的印痕。因常
年累月地背，夫妻俩的肩头都磨起了
厚厚的茧子，看上去比一般人的肩头
高出不少。贺茂胜算了算，一年时间
里，他们用背篼共运送了3000多斤玉
米、2万多斤红薯、20多万斤牧草，背
坏了9个背篓。

背的东西太多太重，背篼磨损得
也很快，闲暇之余，妻子赵念英总会用
布条将背篼容易坏的地方仔细缠了又
缠，让它更耐用一些。在贺茂胜的家
里，屋里屋外都放满了背篼，那些躺在
屋旁的坏背篼，无言地诉说着夫妻俩
多年辛劳的付出。

靠着勤劳和汗水，2015年，贺茂
胜一共卖出了10头商品牛，收入8万
多元；2016年，卖出了13头牛，收入
达10多万元；今年，他家的肉牛已发
展到23头，有西门塔尔、红安克斯、夏
洛莱等多个品种，目前已出栏14头，
盈利近8万元。两口子硬是靠着那股
韧劲儿，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云阳“背篼夫妻”用背篼“背”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通讯员 丁齐 杨梅娜

贺茂胜背红薯回家。 通讯员 丁齐 杨梅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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