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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8月1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贫困户去外地务工，可以
申请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

哪些人可以领取？补贴多少？怎么领取？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答。

问题一：哪些人可领取？在重庆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口
可以领取吗？

答：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仅限重庆户籍跨
区（县）、省（市）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重庆就业的
外地户籍人口无申请资格。

需要注意的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指16周岁以上、有
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问题二：可以补贴多少钱？对乘坐的交通工具有要求
吗？

答：补贴标准按贫困劳动力本人往返户籍地与就业地
乘坐的交通工具的票据票价据实补贴，可补贴的交通工具
包含火车硬座席、高铁动车二等座、公交长途汽车。每人每
年可享受一次往返交通补贴。

问题三：去哪儿申请补贴？具体流程如何？
答：采用线下申请形式，符合申请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可

到本人户籍所在区县（自治县）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交相
关材料。

问题四：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有哪些？
答：材料包括《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申请

表》，本人往返包含户籍地与就业地在内的交通工具票据凭
证和用人单位盖章的就业情况说明，或近一个月的工资流水，
或近一个月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

贫困劳动力可随时申请该项补贴，补贴金按季度进行
发放。

贫困户外出务工
政府帮你报销车费

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往返交通补贴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8月 16日出
版的第 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5年 11月 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
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
界》。

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运动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
么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
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
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
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
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

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
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
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
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
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
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
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
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
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
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
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
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
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
立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
通的，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
发展新局面。

讲话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
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
方向。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要高度重视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
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
收入差距。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
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
好。

讲话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
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
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报讯 （记者 杨骏）8月14日，重庆海关发布数据，今
年7月份，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642.2亿元，同比增长37%，月
度进出口规模创近5年以来新高。

据介绍，今年前7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3401.3亿元，
增长8.5%，其中，出口2129.3亿元，增长5.6%；进口1272亿元，
增长13.8%。进出口产品上，机电产品依旧是主力。前7月，重
庆机电产品出口1928.5亿元，增长6.7%，占同期重庆出口总值
的90.6%；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960亿元，增长21.9%。

重庆海关分析，前7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能够实现正增
长，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保持增长。据统计，
前7个月，重庆加工贸易进出口1699.8亿元，增长6.8%，占同期
重庆外贸总值的50%，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保税物流进出

口710.6亿元，增长43.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20.9%。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快，也为重庆外贸进出口增加了活力。

前7个月，重庆民营企业进出口1182.2亿元，增长21.6%。其中，
7月份，重庆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共1546家，合计进出
口249.7亿元，增长89.1%，对全市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67.8%。

另一方面，重庆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地区）市场，对东盟、欧
盟、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贸易伙伴的进
出口实现增长。据统计，前7个月，重庆对东盟进出口615.6亿
元，增长6.2%；对欧盟进出口574.9亿元，由上半年下降2%转为
增长7.7%；对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进出口267.4亿元、162.6亿
元，分别增长45%、1.3倍。此外，重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
计进出口943.7亿元，增长10.5%。

7月份重庆外贸进出口创五年来新高
总值642.2亿元，同比增长37%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杨骏

一秒钟能干什么？眨一下眼，转一下
头。

但是在重庆，一秒钟可以产出2台笔记
本电脑、3.3部手机——这就是今年上半年，
重庆智能终端产业跑出的“加速度”。

上半年，重庆智能终端产业努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出笔记本电脑3214.6万
台、手机5146.8万部、智能手表860万只……
全市智能终端产品总产量达到1.8亿台（件），

同比增长5.3%；实现总产值1834.7亿元，同
比增长4.9%。

“今年上半年，智能终端产业拉动全市工
业增长约0.9个百分点。其中，笔电出口总量
和出口值两项指标居全国第一。”8月13日，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在重庆工业经济回暖的过程中，智能终
端产业担当起“领跑者”的角色。

智能化
提高生产效率 充分释放产能

8月12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
园，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的笔记本电脑生
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

自动传输带上，一台台笔记本每经过一
道“关卡”，就会安装一部分电子元件。几十

米长的自动传输带“跑”完，一台台笔记本电
脑就“诞生”了。

“按单位时间计算，一台笔记本电脑‘跑’完
这些工序，约需半小时。但全公司多条生产线
都开动起来，智能设备和工人们同时进行流水
线作业，出产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平均时间，算下
来只有13秒。”生产线上的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速度快，这些生产线也非常“聪
明”——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的每个生产
车间，均安装了几块大屏幕，分别显示不同的
区域、数据、参数等，每5分钟便刷新一次。
通过这些屏幕，管理者可以对生产流程、设备
运行情况、工人工作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控，任
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预警，然后立即反
馈并快速解决。

如此高效、“聪明”的生产线是怎样建成
的？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尤三华回

答：得益于智能化改造升级。
尤三华介绍，公司刚刚入驻西永微电园

时，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的智能化率仅10%。
生产效率较低不说，大量人员、设备的管理也
非常麻烦。

为此，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着手进行
智能化改造升级。近年来，该公司每年投入
5000万元，用于购买新设备、升级生产线。
如今，其笔记本电脑出产线的智能化率已达
50%，贴片生产线的智能化率达到95%。

智能化改造升级后，企业的生产效率提
升15%-20%，产能得以充分释放。今年1-7
月，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产值达到355亿
元，同比增长16%。

“目前，公司订单充足，订单量比去年同
期多了20%。智能化改造升级，让我们能够
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订单，预计今年产值有
望突破600亿元。”尤三华说。

拉动力
智能终端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

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实现“加速跑”，
是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每10部手机，就
有一个“重庆造”。电子信息产业是重庆工业
的第一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
超过1/4。 （下转3版）

平均每秒钟“诞生”两台笔电
——重庆智能终端产业“加速跑”，上半年笔电出口两项指标居全国第一的背后

□本报记者 廖雪梅

8月10日14：30，綦江区綦江工业园，骄阳似火。
重庆建工高新建材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经理魏祖平在办

公室喝了一大杯水后，立即赶到生产车间查看PC件（混凝
土预制件）的生产情况。他们公司最近接到大订单，正开足
马力生产。

“以前，只要气温超过37℃，建筑工地中午必须‘歇
火’——上午11点至下午4点不准开工。”在建筑领域摸爬
滚打20多年的魏祖平感慨地说：“现在不同了，装配式技术
的推广应用，让我们农民工在车间里上班，成了产业工人！”

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
打工不再日晒雨淋

魏祖平曾是一名钢筋工，在广东等地打工多年，对建筑
工地上的艰辛深有体会。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处都是噪音、尘埃，高空
作业更有安全隐患。”魏祖平说，不仅如此，在传统建筑工地
打工，经常要“打游击”，因为施工的不确定性，几个月就要
换地方。为了抢工期，工人们深夜加班是常事。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魏祖平如今在这
家干净整洁、绿树成荫的装配式工厂上班。这个2万多平
方米的厂房内，二三十个穿着反光背心、戴着安全帽的工人
正熟练地绑钢筋、做模具、浇筑混凝土。车间顶部，红色的
龙门吊缓慢地运送着刚做好的预制楼梯；车间墙上，数十个
直径约80厘米的大风扇飞速转动，不停送风降温。

除了不用日晒雨淋，让魏祖平更满意的是，装配式技术
将建筑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进行，工人们的工作安全更有
保障，作息时间更有规律。“工作时间是上午8∶00-11∶30，
下午2∶00-6∶00。强度不算大，收入也稳定，不少年轻人
愿意来打工。”他乐呵呵地说。

多种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生产预制件更像做工艺品

装配式技术不仅改变了魏祖平的工作环境，也增强了
他的从业自豪感。

魏祖平以前打工，是“师带徒”方式，偶尔还要“偷师学
艺”。如今，为适应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趋势，重庆建工高
新建材公司每月都要组织工人培训技术。 （下转2版）

看支柱产业如何稳住重庆工业经济基本盘③

8月14日，黔江区黑溪
镇胜地社区，村民正在晾晒
玉米。

连日来，黔江区出现连
晴天气，农民们积极抢收、
抢晒玉米、辣椒、花生等农
作物，确保颗粒归仓，实现
增收。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忙晒粮
保增收

8月10日，魏祖平（右）在生产车间查看混凝土预制件
生产情况。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装配式建筑让我们
变身产业工人”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8
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
今年，我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稳就业、保
居民就业工作，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2.1
万人，6月底城镇调查失业率5.5%，应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签约率72%，全市就业局势保持总

体稳定。
围绕帮扶和促进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我

市建立了“人社+教育+其他市级部门+高校+
区县”五方联动机制，扩大机关事业单位招录、
基层就业、就业见习等规模，推进“重庆英才·
职等您来”公共就业人才网络直播招聘、“春风

行动”等创新举措，建成重庆市大学生就业创
业公共服务中心等，累计服务大学生近100万
人次，全市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72%。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打好大学生就业创业
工作“主动仗”，摸清需求和底数，抓好政策创
新和落实，针对性提供高质量、专业化、全方位
创业支持，鼓励有创业意愿的人群敢创业、能
创业、创成业。同时，还将积极拓展线上创业
服务，开发线上创业培训、线上孵化、线上指导
等“全链条”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积极引导多元
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切实保障大学生就业局势
总体和谐稳定。

重庆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32.1万人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