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出好项目——
为创新创业搭台

重庆云停智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刚落户大
渡口时，由四五位创业人员白手起家。

“创业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大渡口区
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大力加持。”公司负
责人说，正是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他们在大渡口的创业才获得了成功。

目前，这家公司已有多个项目创业成
功，公司发展到了数十名员工。其开发运
营的“车位飞”项目，已与市内100多个停
车场进行合作，用户量达5万多人。

用好扶持政策，搭建起好的创业平
台，为创业者加持出好的项目，使大渡口
区不断呈现出好的商机。

“今年以来，我们已投入6000多万元
的财政资金，用于扶持辖区实体经济发
展。”大渡口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
资金重点用在了直接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创造好的
基础设施环境。比如，通过对区内的重庆
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的支持，已在园内孵化
出重庆优擎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精耕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一批发展势头良好
的优质企业。

在大渡口创新创业，不愁好平台。据
介绍，目前，全区除有高新区建桥工业园
外，还有总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的科技
企业孵化平台，这些平台已孵化出包括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一大批科技型企业。

“加”出好措施——
为健康发展护航

“今天35万元的贷款到账了，这笔
贷款能帮助我们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
不仅不需要抵押物，贷款利率也很低。”
今年7月2日，重庆卫影口腔诊所连锁公
司负责人杨卫国收到贷款后激动地说。

6月中旬，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通过
问卷调查形式，发现这家公司存在资金
短缺问题后，及时向公司负责人讲解相
关优惠政策，并通过银企对接平台，帮助

这家公司从中国工商银行大渡口分行获
得贷款35万元。

据介绍，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市场监
管局已组织13家银行和100余家中小
微企业进行“面对面”精准对接，推动贷
款业务“一站式”办理，帮助60余家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3000余万元。

资金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为确保企业资金链不断，大渡口区相关
职能部门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了有效的
措施，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链上出现的问
题。

大渡口区税务局在帮助企业解决资
金难题中，采取了“银税互动”措施，让有
信用的企业遇到资金困难时，能够及时
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今年4月，重庆观度科技有限公司
出现资金困难，大渡口区税务局了解后，
邀请建行的客户经理一起到企业，根据
其实际情况进行了“银税互动”贷款分
析，为企业提出了个性化方案，最终建设
银行与企业初步达成100万元左右的贷
款意向；金甲机械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因

为疫情影响，现金流出现缺口，通过“银
税互动”，及时获得了79万元的贷款，首
月利息只要3.6%。

“目前为止，我们通过‘银税互动’措
施，已帮助420多家企业获得了共2亿多
元的贷款支持。”大渡口区税务局相关负
责人说。

“加”出好服务——
为落实政策发力

不断增加对企业的暖心服务，让落
户区内的企业感受到服务的暖心，这也
是大渡口区能够吸引投资的关键所在。

不动产登记在企业成长中本是一项
小程序，大渡口区通过在不动产登记中
的暖心服务，为企业解决了不少大难题。

今年3月上旬，复工复产初期，行政
服务大厅处于关闭状态。大渡口不动产
登记中心通过线上了解到区域内有30
多家企业急需通过不动产的登记，以获
得贷款的需求后，立即启动“特别程序”，
指导这些企业通过微信进行程序的审

批，将相关资料邮寄到中心，当天办好登
记，又将不动产登记证明邮寄回企业，使
这些企业及时获得了总共1300多万元
的贷款，解决了资金急需难题。

“目前，我们已及时为73家企业办

理了总共143件土地和房屋抵押登记，
使这些企业总共获得了339亿元的贷
款。”大渡口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今年以来，大渡口区从区领导到各
部门，从政策、宣传、行政管理等全方位
增加和强化了对企业的服务。

把政策服务做细、服务到企业，是大
渡口区今年以来企业极为满意的一项服
务。疫情发生后，大渡口区政府及时将
中央、市里和区里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
细化，形成了70条财政、金融、税收、社
保等7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对这些政策
措施，区委宣传部牵头开展了“扶持政策
宣传周”活动，区发改委牵头开展了营商
环境户外宣传月活动，通过政府网站、大
众媒体等，将政策措施宣传到企业。

把扶持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才是最
好的服务，因此区“四大班子”领导通过
完善后的领导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制度，
率领相关部门对全区300余家支撑型、
潜力型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的走访服
务，宣传解读惠企政策，收集起意见建议
322条，并努力帮助解决。据统计，已将
70项惠企政策措施落实到企业22857件
次，涉及金额24.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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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客商满意的营商环境

大渡口“加”出好口碑 引得“凤凰”来

日前，大渡口区举
行2020年第三季度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共签约引进 15 个项
目，总投资达 78.7 亿
元。

在此次集中签约
中，大渡口区引进了宝
武水务重庆分公司、海
康威视数字经济合作、
元石国际九星童话儿
童发展中心、义渡灯会
特色灯展、天安数码城
三期新兴产业城等大
数据智能化、生态环
保、大健康生物医药、
文化休闲旅游重点产
业项目。

“今年以来，我们
已签约引进了中国宝
武西南总部、北京太极
区域总部等 54 个项
目 ，合 同 投 资 额 达
181.15亿元。”大渡口
区招商局负责人说。

大渡口有什么样
的魅力，吸引众多高质
量的好项目纷至沓来？

“在这里，不仅有
适合发展的环境，更有
好的商机。”落户大渡
口的宝武水务公司总
经理严华说，正是看好
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
才把这个总投资达15
亿元的项目落到大渡
口。

打造客商满意的
营商环境，大渡口在
“加法”上下足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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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顿饭不用愁，看书娱乐有地方，遇到紧急情况立
马有人来帮忙……几个月前，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和
五通庙村两个农村互助养老点同时开业试运行，为老
人们开启了养老不离家的“一站式”养老生活。

每餐收费4元、洗浴洗衣每次1元、助浴每次5元、
日间照料每次10元，这是两个互助养老点的消费价
目。成色足、含金量高的供餐、洗衣、洗浴、日间照料服
务，深受两个村的老年人欢迎，都说党和政府的政策
好。

记者了解到，跟城里的社区养老服务站一样，这里
重点推出临时托管和日间照料服务。老人可以像小孩
上幼儿园一样，白天来中心看书报、健身、娱乐，吃一顿
中餐，然后午休，下午在按摩椅上躺一躺，再参与一些
棋牌娱乐项目，晚上“放学”回家。根据老人的不同需
求，助老员、志愿者、社工们还会提供一些阅读、心理辅
导、日常保健等服务。

此外，互助点还建立积分制度，老年人参与互助服
务可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兑换等价物品或服务，充分
调动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人、自理老人服务非自理
老人参与服务的积极性，既促进了养老互助，又和谐了
邻里关系，效果明显。

渝北区民政局党委专职副书记周文静介绍，渝北
大都市大农村特点显著、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突出、老人
接受养老服务意愿低等，任何“老一套”的农村养老服
务工作，都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流失和浪费。因此，渝北
区以农村养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探索实施农
村“互助+流动”养老服务新模式。

除建成61个村级互助养老点外，渝北区民政局还
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引进第三方社工机构开展农村流
动养老服务。专业社工和志愿者活跃在各农村互助养
老点，帮助建立服务积分制度、兴趣小组、志愿者队伍
等，增加了定期举办集体生日和节庆活动等，浓厚助老
乐老氛围。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正坚持“阵地跟着
老人走，阵地跟着需求走”的原则，分级分类推进村级
养老互助点建设，在场镇、人口集中的行政村单独设立
互助养老点，其他规模较小、人口相对分散的行政村则
可依托村便民服务中心合并设置互助养老点。目前，
全市已建成村级养老互助点2452个，计划到2022年
实现全覆盖。

根据市民政局规划，村级互助养老点负责辖区内
养老服务的统筹协调、资源链接和监督指导，设置生
活服务、文化娱乐及其他辅助用房，提供咨询评估、生
活照料、紧急救援、休闲娱乐、信息数据管理等集中或
分散居家服务。各点还利用公益性岗位配备“护老
员”，确保每个互助点有一名专职人员；同时，依托村

“两委”专干、基层治理网格员等，为每个点至少配置
一名兼职“助老员”；此外，还发动农村党员、老年协
会成员、低龄健康老年人以及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
职工组建“爱老员”关爱队伍，就近就便为农村老年人
提供志愿服务。

推动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改革
聚人力资源、强服务效能

据了解，针对乡镇敬老院失能照护能力较
弱、农村失能老人刚性需求较旺的供需矛盾，
市民政局积极争取中央、市级财政投入支持农
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建设，将北碚、
大足、垫江、城口、奉节、石柱、彭水等7个区县
试点13个中心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每张床
位按照9万元予以补助。市级财政按60万元/
个的保障标准，对农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
机构予以建设补助。2019年，市级财政已投入

资金350万元建设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
构；2020年，计划投入2040万元力促剩余的34
个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建成并投入使
用。

“按照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的新思路，这些
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机构可为特困失能人员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文化娱乐、心理疏导、
临终关怀等全方位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提升特
困失能人员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奉节县永乐镇永乐失能人员供养中心，就

是当地农村失能人群的第二个“家”。
近日，在位于一楼的医疗康复室，70岁

的宋延祥老人刚做完帕金森症理疗。“卫生计
生部门每日会指派专门医生到中心坐诊，定
时负责失能人员身体检查和常见病处理。”现
场一名医生介绍，通过“养+医”结合的方式，
农村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医保服

务，重大疾病则由政府采取医疗救助方式对
其进行帮扶，“五楼还有一个康复中心，县残
联捐赠了各种康复器械，方便病人免费做康
复训练。”

“每集中供养1名失能人员，至少可以释
放1名劳动力。”奉节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供养中心按1∶7的比例聘请了专业护理服务
人员，对供养人员实行专业照料，并科学合理
地安排供养人员的饮食、住宿、学习和康复训
练，让失能特困人员过上有尊严和体面的生
活。

推行失能人员集中照护模式改革 为失能贫困家庭“松绑”

“养老服务设施老旧，存在诸多隐患、社
会力量参与发展还不充分、农村敬老院管理
服务水平低，整体入住率不到30%，设施使用
效率还有较大挖掘空间。”万州区民政局养老
服务科负责人表示，这些都是此前万州区农
村敬老院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2019年底，万州区民
政局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切入点，推进敬老院
公建民营改革，通过竞争性比选、广泛征求社
会意见和实地考察后，引进南京知名养老品
牌——银杏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对万州区
28家敬老院采取整体打包运营。

28家敬老院在公建民营改革下，逐个焕

发新生，特色亮点频出——九池乡、柱山乡敬
老院硬件条件不错，未来将以招收自理老人
为主；双河口街道敬老院离城区较近且有院
落，将打造为一个精品小院综合体，更多对社
会老人开展社区和居家服务；甘宁镇、高峰
镇、分水镇的敬老院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
完工后将作为区级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中
心，重点接收特困失能老人；郭村镇敬老院虽
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独家小院，可封闭起来
做成一个温馨的失智小院，对失智特困老人
进行集中供养；武陵镇敬老院毗邻长江，院坝
较大，风景优美，且有3栋楼，可将其中一栋
改造后供养特困老人，另外两栋楼建成旅居

式养老服务中心，获得较高积分的老人或者
想去旅游的居家老人都可以在那里小住一段
时间……

“环境美了，条件好了，饭菜也更香了。”
提起近段时间九池乡敬老院的变化，77岁的
陈国生老人连声夸赞：“我真的很满意。”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乡镇敬老
院管理服务水平较低、持续运营能力较弱的问
题，我市正试点探索辖区整体化社会运营模
式，武隆、万州、垫江、渝北等区县在财政投入

“零增资”的前提下，采取公开比选、竞争性磋
商、招投标等方式，将辖区内所有乡镇敬老院
整体打包交由专业养老机构管理运营，为收住

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精细化的养老服务。
社会化运营，可持续是关键。各地民政

部门将现有敬老院的财政支出，如特困人员
供养金、失能护理补贴、人员工资支持资金
等全额打包给运营企业，让企业专心为老人
提供专业服务。同时，我市还每年聘请第三
方对社会运行的乡镇敬老院进行服务质量
绩效评价，服务质量较好的机构将获得每人
每月200—500元的运行补助。

专业养老机构管理运营下来，农村敬老
院的品质得到提升、闲置资源进一步被盘活，
还吸引了不少社会老人入住。据市民政局统
计，试点区县的乡镇敬老院平均服务项目从
13项增至46项，一年间的入住率从45.8%增
长至 68.3%，入住老年人的满意度提升至
92%。

推进乡镇敬老院公建民营改革 提升可持续运营能力

不久前，家住渝北区古路镇同
德村的伍茂华老人晕倒在路边，所
幸居家养老服务助老员周全福及
时发现，在村干部协助下，将老人
送到渝北区中医院，让老人得到及
时救治。为了提升偏远农村特殊
老人助老服务质量，渝北区民政局
采用邻里互助的助老服务模式，即
助老员长期驻守在老人居住区域
的附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立即
启动紧急救援。

近年来，针对农村养老服务基
础设施薄弱、养老服务力量欠缺、有
效帮扶对接不足、有效供给与消费
能力不足等问题，我市深化农村养
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农
村养老服务能力，促进城乡养老服
务均等化、品质化发展。

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我市深化农村养老服务体制机制改革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6 月 9
日 ，永 川 区
永荣镇永兴
社区养老服
务 站 ，志 愿
者指导老年
人在健身器
材上锻炼身
体。
通讯员 陈
仕 川 摄/
视觉重庆

6 月 3
日，渝北区大
盛 镇 千 盏 村
合 和 下 坪 的
互助养老点，
老 人 们 在 干
净 整 洁 的 院
坝 里 和 驻 村
工 作 队 人 员
围坐交流。

记者 龙
帆 摄/视觉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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