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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正月初十。武陵大山
里的黔江区金溪镇，年味依然浓厚，但
有的人已开始忙碌。

这一天，龚华英接到病人家属通
知，急急赶赴区中心医院上班；喻登会
已进入工作状态，24小时看护一位中
风病人；管秋云已在主城重医附二院
江南医院上岗一个多月……身着统一
工装、胸带工牌的他们，进出于黔江及
重庆主城的大小医院，帮病人喂食、翻
身、按摩，护理动作行云流水，以乐观
的心态激励着病人。

他们共有130多人，浓浓的职业
化气息，很难让人将其与贫困联系在
一起。然而，他们都来自我市18个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的金溪镇，且大都是
贫困户。他们依托市卫健委扶贫集团
的优势，经培训后走出大山，不仅实现
收入倍增，更通过高质量服务、娴熟技
能及团队协作，收获了“稳稳的幸
福”。

如今，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称
呼——“金溪护工”。

“头脑风暴”谋划出一个持久产业

金溪镇山高坡陡、土地瘠薄，贫困
发生率高，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留守的多为老人、儿童和妇女。

根据全市统一部署，金溪镇由
市卫健委扶贫集团对口实施脱贫攻
坚，2017年 9月，扶贫工作队正式入
驻。随后，工作队全体队员通过走
村入户、摸底排查，掌握了基本情况
和主要致贫原因，并协助当地制定
脱贫攻坚规划。他们在为贫困户

“输血”的同时，十分注重其“造血功
能”的提升，以激发群众脱贫的内生
动力。

“我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市
卫健委扶贫集团驻金溪工作队联络员
沈鹏介绍，扶贫集团有43家成员单位，
大部分来自医疗行业。会上，大家均
认为攻坚需要持之以恒，需聚焦再聚
焦、精准再精准，贫困户更要“扶上马
再送一程”。如何根据当地实际，结合

行业自身优势做实、做细，成了与会者
关注的重点。

在大家集思广益时，有人提出：培
训留守的家庭妇女做护工，组织成员
单位协调就业，力争“一人务工、全家
脱贫”。点子一提出，就让大家眼前一
亮。沈鹏介绍，当前，护理人员普遍短
缺，而社会需求增加，从业人员收入较
高，且入行门槛较低，即使文化不高也
可通过集中强化培训加入。你一言、
我一语的“头脑风暴”，为金溪谋划出
一个持久的产业。

市卫健委扶贫集团有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头脑风暴”，大家形成了
多项共识，其中，打造一支稳定的“金
溪护工”队伍，成为重中之重。他们
认为，市场需求强劲，护工有长远发
展前景，帮扶集团又有自身资源优
势，而贫困户有增收的意愿，只要稍
加培训就能稳定就业，“金溪护工”由
此诞生。

寻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计划付之于行动，并不是一帆风
顺。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的山坳村“第一书记”刘昶首先行动，
对此深有体会：“点子好、计划周密，依
然抵不过万事开头难。”

刘昶介绍，护工虽然门槛较低，但
需要良好的服务意识，以及专业的技
能。动员群众去参加培训时，不少人
张口怼了回来：“不就是去伺候人嘛，
我不去！”

有人带动干并尝到甜头，何愁招

不到人？挖掘、培训第一批“吃螃蟹”
的人，成为刘昶首要任务。得知山坳
村有位叫田维仙的村民，在广东某大
型医院当过5年护工，后又开了美容
院，懂业务又会管理，刘昶动员她回来
做牵头人。然而，打了几十通电话，听
说回金溪，田维仙根本不接招。

电话里打包票，上门去堵其在家
的亲戚，讲政策、谈收益、绘前景……
一个月后，田维仙终于被说动了。

为动员、招收护工，刘昶等人多次
到各村动员。为破除村民传统观念，
用收益带动更多人参与，当年10月，刘
昶和田维仙带着首批3名护工，来到重
医附二院试岗。经医院专业的培训和
几个月的试岗，王华胜、余江凤等三人
每月收入近4000元。收入比在家里
多，还有帮扶成员单位的全力支持，局
面就此打开。

随后，市卫健委扶贫集团请来业
内职业技能鉴定单位和重医大附一院
的专家。与此同时，黔江区决定每年
投入50万元，定期举办免费护理培训
班，结业后就能领到从业资格证和健
康证。此外，该扶贫集团和黔江区还
全面整合力量，为“金溪护工”牵线搭
桥，协调提供就业机会。

从山坳村起步，发展到金溪镇，再
到黔江全区，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参
加培训，还有不少男性村民也加入了
进来，其中，既有不少亲姊妹、婆媳，甚
至还有堂兄弟。目前，金溪护工已经
开展培训5批次293人，其中130多人
实现稳定就业。

打造“唐僧取经”团队实
现市场化运作

“这个月收入有4500多元，够得
上我在村里苦干大半年。”在黔江民族
医院住院楼神经科，喻登会表示，护理
病人虽相对辛苦，但收入有保障，村里
好几个姐妹都出来做护工，家里老人
孩子特别支持，不担心有人说三道四
了。“喻姐动作麻利，人又朴实，病人评
价很高。”病房内一位正在换药的护士
说。

去年12月，首批进驻重庆主城医
院的“金溪护工”管秋云则表示，护工
工作给了自己新的希望。管秋云的老
公身患重病，还有两个儿女在读书，家
里一贫如洗。去年，参加了护工培训
后，她到了重医附二院江南分院做护
工，每月收入4000多元。“做梦都没想
到收入这么高，感觉有了稳稳的幸
福。”

“培训一人、就业一岗、脱贫一
户。”黔江区扶贫办主任郭兴春介绍，
目前，“金溪护工”群体人均月收入
4000多元，最高的甚至达到8000元。
为持续推动稳定就业带动脱贫，去年
起，市卫健委扶贫集团驻金溪工作队
成立了黔江区山之坳康复护理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组织培训、试岗、组织就
业等，遵循市场规律实施“金溪护工”
的品牌化运营。

推动并见证金溪护工发展壮大的
刘昶表示，为保证服务质量和品牌的
良性发展，他们又吸纳了不少有经营
头脑、敢闯敢拼的金溪人加入企业，打
造“唐僧取经”式全能团队，并准备放
手让他们通过市场化形式参与竞争，
全力提升“金溪护工”影响力。

一年多来，金溪工作队为山之坳公
司引来多位管理人员：田维仙懂业务，
现在负责护工管理；原来在浙江发展的
姚永良，放弃了年入20万元的工作，回
来担任统筹全局发展的法人；以前在北
京做服装批发的“90后”石登香，因为

“特别抠”被邀请担任公司财务；在云南
做生意的邬荣江，因任劳任怨憨厚老
实，成为整个团队的后勤负责人。

“主要收益在每人每月几十元的
管理费，暂时还没盈利。”姚永良介绍，
当前任务就是依托相关资源帮助金溪
护工稳定就业，并逐渐从护工向产妇
护理、婴儿护理、老年护理等业务拓
展。同时，从“入口”和“出口”两个方
面，以稳定、规范的培训扩大护工成
员，强化护工服务的责任心，打造高满
意度“金溪护工”的品牌。

一个深度贫困乡镇的精准脱贫之策

“金溪护工”品牌是这样打造出来的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 金溪镇是全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山
高坡陡，土地瘠薄，贫困发
生率高

● 市卫健委扶贫集
团对金溪镇对口实施脱贫
攻坚，看准护工的长远发
展前景，充分发挥帮扶集
团自身资源优势，对有意
愿的贫困户进行技能培
训，“金溪护工”由此诞生

●“金溪护工”群体
实现人均月收入 4000 多
元，最高达8000元

记者手记

这次到黔江金溪镇，一句“你们又
来采访了”让我们倍感亲切。金溪镇
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我们
采访过三次。而今，这里村道公路通
畅了，去大多数贫困户家里的小道也
硬化了……看到这些变化，由衷为之
高兴！

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中，如何因
地制宜提高其整体效能，市卫健委扶
贫集团驻金溪工作队，充分发挥本系

统的独特优势，调动医务人员参与扶
贫，为贫困户家庭开展医院护理人员
培训，帮助他们成立公司，注册了“金
溪护工”这一品牌，牵线搭桥为他们提
供了130个就业岗位，初步实现了“培
训一个、转移一个”“一人务工、全家脱
贫”的目标。此举，深受当地贫困户欢
迎。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是聚焦再
聚焦、精准再精准。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扶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
脱贫并非朝夕之事，既要问民情、知民
情，又要研判分析和精准规划。

市卫健委扶贫集团驻金溪工作
队，在发挥行业优势的同时，有力地推
动了精准扶贫。他们精准滴灌、充分
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其“造血功能”，让
贫困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为
确保“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
贫”，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发挥行业优势 促进精准扶贫

田维仙在护理病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2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城投集团了解到，东水门长江
大桥安装垂直升降梯项目已启
动设计工作，计划今年下半年
启动建设。

市城投集团人士介绍，为
这座桥梁安装垂直升降梯，可
解决大桥与桥下道路的垂直高
差问题，大幅缩短行人从湖广
会馆到罗汉寺的步行时间以及
从南滨路至上新街轻轨站的步
行时间。与此同时，对东水门
长江大桥桥下空间进行景观配
套打造，营造既可解决交通功
能又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
所，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提升生活品质、打造旅游城市
新名片等有积极意义。

为方便市民乘坐升降梯，
东水门长江大桥电梯设计方案
对升降梯上下出入口周边500

米范围内的步行系统进行了梳
理，提出了相应改造建议，比如
设置交通指示牌等措施，保证
人流从不同方向方便快捷到达
升降梯等。此外，东水门大桥
垂直升降梯工程是主城“两江
四岸”的配套工程之一，升降梯
的造型、夜景灯饰、电梯花园、
附属设施等方面都将注意与

“两江四岸”景观理念融合。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主城区开展增设垂直升降
梯研究的跨江大桥有3座，分
别是东水门大桥、石板坡大桥
和菜园坝大桥。因为东水门大
桥南北两侧分别有湖广会馆和
龙门浩老街景区，人流量大，修
建垂直升降梯的条件最成熟，
所以将作为试点先期进行建
设。近期，还将启动朝天门大
桥增设升降梯研究工作，进一
步方便市民出行。

东水门长江大桥垂直升降梯
下半年启动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重庆
市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细则》），对于
我市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专项奖补资金，按70元/吨实
行定额奖补，对于关闭过剩产
能的煤矿厂区，按 600万元/
个进行包干奖补。

该《细则》表示，关闭的煤矿
若属于资源枯竭的煤矿，生产
能力为15—30万吨/年（不含
30万吨/年）、发生重大及以上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煤矿，生
产能力为15万吨/年及以下、发
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而被确定为关闭对象，或经
公告关闭后擅自组织生产及发
生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的煤矿，还有瞒报事故或事
故发生后业主或矿长逃逸的煤
矿，均不给予专项奖补。

另外，各区县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市级国有控股集团公
司在分配使用专项奖补资金
时，对非国有企业可按不高于
中央“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政
策标准（钢铁行业 140 元/吨、
煤炭行业600万元/矿厂）给予
定额奖补。专项奖补资金须优
先用于职工安置，妥善分流安
置职工后，剩余资金可用于企
业转产、化解债务等相关支出。

重庆钢铁煤炭业
化解过剩产能可获奖补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关于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国有公房的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涉及

南城街道及巴川街道共9个片区，经南城街道
办事处、南城社区、巴川街道办事处、东城社
区、龙山社区、正街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有24
套房屋系国有公房，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南城街道南城社区龙都路片区：龙都路
308号1-6，建筑面积49.84㎡，权利人为原铜梁
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房地证号为209房地
证2005字第01539号；龙都路308号4-3，建筑
面积约59.11㎡，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二、南城街道南城社区明月街片区：建设

南路141号（证载建设南路121号），建筑面积
336.04㎡，权利人为原中共铜梁县委党校，房
地证号为209房地证2008字第03767号；明
月街48号1-4，建筑面积约86.63㎡；明月街
48号旧4-4，建筑面积约86.631㎡，查无相关
房地产登记档案。

三、巴川街道东城社区半月路片区：半月
路37号二楼，建筑面积约28.3㎡；半月路39
号，建筑面积约16.9㎡；半月路41号，建筑面
积约21.3㎡；半月路47号1-1-1、1-1-2、1-
2-2、1-5-2、2-1-1、2-1-2、2-2-1、2-3-

2、2-5-1、2-5-2，建筑面积均约为68.46㎡；
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四、巴川街道龙山社区藕塘湾片区：藕塘湾
11号前后面，建筑面积约80㎡；藕塘湾76号3-
5，建筑面积约31㎡；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五、巴川街道正街社区民主路片区：民主路
49号2-1-1，建筑面积约44.08㎡；民主路83-
3号，建筑面积约52.99㎡；民主路95号，建筑面
积约40㎡；经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六、巴川街道正街社区马家湾路片区：马
家湾98号2-3号，建筑面积约51.33㎡，查无

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请于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的房屋权属证明
材料，到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
心登记。逾期未有异议者，将直接认定为国
有公房。

联系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
营盘路39号502室

联系人：杨庆 董时培
联系电话：023-45685993 45685309
特此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2019年2月20日

本报讯 （记者 罗成友）
2月15日，永川区松溉镇打鱼
村，千何园蚕桑养殖合作社职
业经理人宋世芳，带着一批股
东，忙着给果桑园除草，准备在
园内套种大头菜。

打鱼村曾是蚕桑专业村，
前些年建起数百亩桑园。因近
些年养蚕业不景气，这桑园因
此闲置起来。

“在乡村振兴中，通过村民
以土地入股，村集体以向上争
取到的项目资金入股，我们组
建起了千何园蚕桑养殖合作
社。”打鱼村党委书记宋世勇
说，目前合作社已有268户农
民以820亩土地入股。

入股农民以1亩地为1股
确定股份，股份合作社有理事会
和监事会，并由职业经理人负责
具体经营。合作社在无收益前，
不分红，有了收益后，由职业经
理人、集体、农民以土地入股的
股份，按照1：2：7的比例分红。

今年40岁的宋世芳，是一
位学乡村管理的大专毕业生。
在承担起千何园蚕桑养殖合作
社的经营管理职责后，她将以前
养蚕的桑园，通过嫁接、宜机化
项目改造后重新栽植，改建成果
桑园；同时，在未投产之前，在果
桑园内套种大豆、辣椒等短期作
物；今年果桑投产后，先进行一
三产业融合，引入游客来采摘。
对采摘不完的桑果，用来加工桑
干、果酱、桑果酒等。

“这种农民以土地入股、集
体用项目资金入股、职业经理人
负责经营，并实行1：2：7的比例
分红的经营方式，有效地调动起
了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也
为集体经济发展拓宽了渠道。”
永川区农村经营管理站副站长
涂珍莲介绍，目前该区已有14
名职业经理人，承担股份合作
社的经营。区里在试点的基础
上，已开始在全区推广这一由职
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的方式。

永川引入专人负责具体经营

土地股份合作社有了职业经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