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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平均海拔900多米的綦江区三角镇中坝
村，地处綦江与巴南交界处，是全镇最偏远的村
之一。由于山高坡陡、可耕地较少，村里的青壮
年纷纷外出务工，常住人口不到户籍总人口的
20%；此前村干部平均年龄近60岁，整体缺乏
战斗力、执行力，干部说话没人听；基础设施落
后，缺乏支柱产业……中坝村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空壳村”。

对此，綦江区从党建着手，通过派驻驻村工
作队、优化村支两委干部队伍，实现以党建促脱
贫攻坚，让这个曾经的“落后村”变成了“先进
村”。

加强党组织建设
完成村民10年所盼的公路硬化

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穿过雷竹林，绕过高
低错落的农宅，通向山坳里。公路两侧，矗立着
一根根太阳能路灯杆。

“这条路，我们盼了十多年，终于整成了天晴
落雨都能通车的公路！”村民黄永会高兴地说。
今年，她专门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拉货、代步。

这条乐（兴）中（坝）路，原是一条只有4.5
米宽的机耕道，晴天时越野车能勉强通行。去
年，市委组织部选派驻中坝村的第一书记龙俊
才开车接几位老人参加村里的活动，他绕道巴
南，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最终安全到达村办公
室。

“龙书记，我们盼把这条路整好盼了十多
年，啥时候下雨天也能通车哟？”一路上，老人们
叹着气。经过调查发现，受道路不通畅影响，村
里种植的优质萝卜、辣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卖
出难，有时甚至因为运不出而烂在地里。

修路，是村民们最大的期盼。但由于过去
村干部年龄偏大，在办理低保等方面还存在优
厚亲友等问题，干群关系紧张，干部的号召群众
不愿响应；整个领导班子存在不想干、不能干、
不善干的问题，修路一事只是摆在议事日程上，
一年年地拖成了“老大难”。

近两年来，市委、区委选派市城投公租房

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龙俊才担任
中坝村第一书记，区文化旅游委干部钟萍方
担任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回引大学毕业的退伍
军人刘永国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让有干劲的
年轻大学生任村专干等。通过调整，村干部的
平均年龄从近60岁下降到41岁；更重要的
是，这些干部想干事、愿干事、有能力，让中坝
村群众有了“主心骨”。

村干部通过向上争取资金，反复上门给村
民做土地调整的思想工作，8公里的乐中公路
终于在今年3月改建完毕，顺利通车。与此同
时，龙俊才又向市城投公租房有限公司争取，帮
助中坝村安装太阳能路灯249盏。

“看嘛，现在出门都不用带手电筒了！这样
的村干部和党员，是真正管事的。”黄永会说，

“现在村里有啥事，干部一号召，大家都愿意跟
着干。”

调动普通党员积极性
村中事务“事事关心”

党员何银全高位截瘫，躺在床上已有15

年，几乎“与世隔绝”。
在上门走访中，龙俊才发现何银全除了

看电视，还会写诗，于是经常和他交流写诗的
心得。渐渐地，何银全的笑容跟着他的诗作
一起多了起来。钟萍方等干部每次经过他
家，也总要上楼去和他摆龙门阵，帮他跑腿办
事。

“我要办低保的手续，连复印件都是村干部
帮我弄的，自己完全没操心。”何银全很感激。

“现在老何愿意出门了，还坐着轮椅参加了
我们组织的两次活动。”龙俊才说。去年，村里
要设立助学金，在村民微信群里发出自愿捐款
倡议。有两位村民出言讥讽，认为不关他们
事。这时，何银全主动发声，与另外两位在外务
工的党员一起，在微信群里阐释了捐款的目的
和意图，重申了自愿的原则，化解了村民的不解
与疑惑。随后两天时间里，100多位村民主动
捐款两万余元。

“因为悲观，以前我履行党员的职责不够尽
心尽力。现在村里发展起来了，我要尽可能做
到事事关心。”何银全告诉记者，自己在瘫痪前

就积累了一定的养蜂经验，他准备把养蜂技术
传授给其他贫困户。

“通过凝聚共建意识、健全共治体系、完善
共享机制，村里扭转了群众建设等政府、麻烦等
干部、关怀等组织的心态，现在普通党员已成为
我们搞好村里各项事务的‘先锋队员’！”龙俊才
说。

村里的普通党员通过进家入户走访、茶余
饭后闲谈等机会，向村民讲政策、讲道理、讲前
景，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凝聚共建力量；党员
志愿者帮助留守老人和行动不便老人打扫房前
屋后卫生、清理周边堆积的杂物，共同营造干净
整洁的环境；组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由民警、律
师、巡防队员、和议员、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

“1+5+N”村民自治队伍，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
纷、协商推进村级事务。

党建引领找路子
“空壳村”有了新产业

28岁的赵昌辉于3年前入党，他今年试种
了60多亩糯玉米，通过订单方式全部销售出
去，收入近10万元。“我的试验证明，糯玉米的
管理和普通玉米类似，村民接受度比较高。”赵
昌辉说，作为返乡的年轻党员，首先要自己富起
来，才可能带动更多村民跟着干。

“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
培养成党员”是中坝村党建引领找“路子”的途
径之一。

村里已邀请区级相关部门专家为中坝村量
身定制了发展规划，确定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思路：在公路沿线种植1000余亩管理简单、
采收期较长、市场广阔的雷竹；村集体成立公
司，83户农户以380亩土地入股，种植辣椒、糯
玉米、萝卜等绿色生态蔬菜，户年均增收1300
余元；依托当地特色的农耕、矿石文化，积极
引进收藏爱好者建设农耕博物馆和矿石博物
馆，开办经营特色民宿，吸引市民夏季来休闲
纳凉……

目前，村里正在将蒋明昌、张道琴等种养殖
大户发展为党员，让其主动带动周边群众致富
增收；发展“大户+贫困户”的带富模式，种养殖
大户李天全、周波分别带动多户贫困户成立种
养殖合作社，实现脱贫增收；党员蒋明科回村开
起农家乐，让村民认识到了在村里也能“就地致
富”，全村已新发展起农家乐3户。

綦江区中坝村以党建促脱贫攻坚——

帮钱帮物 不如帮建一个好支部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5日，清数D-
LAB全球数据创新基地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
运营，同时，重庆清华校友三创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据介绍，清数D-LAB是2015年12月在清
华数据院、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AI大数据专委
会和启迪创业孵化器的支持下成立的产学研结合
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汇聚了国内大数据领域众多
优秀的产学研用资源，通过建立大数据知识积累
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据开放，培育数据人才，
打造数据生态，加快大数据与产业的融合。

清数D-LAB全球数据创新基地主任焦锋雷
介绍，经过前期洽谈对接，目前，已有8个项目签
约入驻基地，涉及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数据驱动
新消费、虚拟现实、智慧医疗等领域。

当天，清数D-LAB公共服务平台也正式发
布，将为入驻基地的创业企业提供基础的大数据
智能化研发环境，以及优质且价格低廉的云服务
资源，加速推进创业企业和团队发展。

据悉，2019年，第四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全
球总决赛（TMT/AI/大数据）在重庆举办，共有
40余家企业达成落户重庆高新区的意向。此次
重庆清华校友三创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将致力于
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链接清华大学及全球创新
资源的新桥梁，加快推动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培养一批素质优良的科技创新人才，孵化一批科
技型企业，助推科学城在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清数D-LAB全球数据创新基地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投运

□本报记者 杨骏

“一开始没想过能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以
为就是跑跑过程、走走形式。”近日，重庆锋仪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锋仪制造）总经理谭立松
回忆永川区“四帮一体验”活动时如是说。然
而，活动开始仅两周，他就改变了这一想法，甚
至希望“四帮一体验”活动能够持续更久，这样
两位入驻企业的机关干部才能够留得更久。

角色转换
机关干部去企业“上班”

“四帮一体验”是永川区于今年4月启动的
活动。根据要求，所有涉企区级部门的正、副科
（所、队）长和35岁以下年轻干部，都要分期进
驻企业上班两周，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落实
优惠政策、解决困难、完善发展措施，同时体验
企业艰辛、查找服务差距。

进驻锋仪制造的是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失业科科长石平和区税务局大安税务所
主办闫芝路。进驻企业后，两人惊讶地发现，有
的政策出台了几年，企业居然一无所知。“有的
政策补助是针对退役士兵的。谭立松自己就是
退役士兵，却没有享受，甚至不知道这个政策。”
闫芝路说。

通过协调对接，该企业成功申报4项政
策。退役军人就业税收优惠10.8万元，招录建

卡贫困户税收优惠2.34万元，一次性就业补贴
1.2万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1.32万元。

与锋仪制造不同，进驻重庆伊尔双丰的干
部则是企业点名要求的，针对26栋厂房未办
房产证和29栋房产证地址有误的两大心病，
企业点名区规划资源局唐莉和区住房城乡建
委张汝铭进驻。经过两周时间，29栋地址有
误的房产证已全部重新发证；补办房产证的事
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两名干部回单位后一直
跟踪办理。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据统计，10期活动
下来，共帮助解决困难问题914个，对接优惠政
策873次，涉及资金共7915万元；帮助获得贷
款共5449万元，帮助招工4741人。

心态转换
机关干部有了“共振效应”

石平和闫芝路在帮助企业招工时，遇到一
个小插曲。

两人在区就业局遇到的办事人员，恰巧是
“四帮一体验”活动第一期的参与者、区人力社
保局人才交流科科长王权，也算石平和闫芝路
的“师兄”。

“参加活动后，深感企业在办理一些手续时
存在困难。石平和闫芝路来咨询的时候，我觉
得非常亲切。”王权说。

共同的经历，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干部架起
了协作的桥梁。在王权的帮助下，石平和闫芝

路很快便在人力资源信息化网上发布招工信
息，最终帮助企业成功招工。

因为“四帮一体验”，永川机关干部正在形
成一种“共振效益”。机关干部以参加了“四帮
一体验”为荣，凡是参与者，相互间都有一种特
别的“亲切感”。

“现在开会自我介绍。凡是参加了活动的
人，都会先说自己是‘四帮一体验’第几期的参
与者。因为有共同的经历，也就有更多共同话
题。”区经信委干部刘晓红说，每位参加活动后
的干部，角色认知上有了明显变化，提及企业
时，都用“我们企业”，把自己当作企业一份子，

“现在一接到有涉及企业的工作，潜意识的思维
就是如何能更多很好地帮到企业。”

只有亲身体验过，才能做到感同身受，也能
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四帮一体
验”涉及永川区不同机关、部门，通过活动，企业
有了可以直接寻求帮助的渠道，各部门间的协
作也更加顺畅。

制度转换
“干部提拔重用，必须先进驻企业”

活动为何收获成效？全脱产、大规模、硬任
务、严管理四项举措，是确保活动落到实处的原
因。

永川区委常委宋文介绍，脱产到企业工作
两周时间，确保了机关干部能真正“沉”到企业，
而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大规模，所有科

（所、队）长、所有机关35岁以下年轻干部全部
参加，形成了浓厚氛围；设置“五个一”硬任务，
让机关干部去企业不是混时间，而是干几件实
实在在的事；严管理，则是每天上下班打卡和不
定期暗访相结合。

进驻企业时，干部们也深入宣传解读了对
标国际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政策，与企业面对
面探讨更好的服务方式，推动了各项政策更好
落地落实。

因为活动效果超出预期，今年9月，永川区
出台《永川区（机关）干部进驻企业“四帮一体
验”活动办法》，将活动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作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

根据要求，“四帮一体验”将每月安排一期，
区级部门凡是新提拔的副处级以下干部、镇街
新交流到区级部门的副处级以下干部，区级部
门下属直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等，原则上都必
须参加活动。

“干部提拔重用，必须先进驻企业。按照这
样的方式，每半年，我们都会有近500名机关干
部去到企业帮扶体验，企业也将得到实在的好
处。”宋文说。

永川区还有更长远的谋划。今后几年，永
川干部会“一茬接一茬”地进驻企业，干部成长
越快，进企业次数就越多。这些干部将成为各
级机关部门的“未来”，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各条
战线上为企业制定更优化的措施，提供更便利
的服务，永川的营商环境就能越来越好。

干部进驻企业 解决发展难题
永川区开展“四帮一体验”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碧桂园·重庆长江草莓音乐节唱响 再掀音乐盛宴最潮音
11月7日至8日，万千乐迷期待的

2020重庆长江草莓音乐节再度回归，
在大渡口奏响了年度最潮音。世界
500强企业碧桂园冠名本次音乐节主
舞台“草莓舞台”，并推出“渝生有你
碧在一起”主题系列活动，为现场乐迷
带来一场鲜活、纯粹的音乐盛宴和节日
般的狂欢享受。

更有“重庆味道”的音乐节

草莓音乐节已成为万千年轻人每年
都钟爱的户外音乐节，是最具大众普及度
及美誉度的国内音乐节IP之一。

在为期两天的音乐节中，热门综艺
《乐队的夏天》前三名的乐队重塑雕像
的权力、五条人、达达乐队，以及吉克隽
逸、Tizzy T、旅行团、阿肆等30余组
明星乐队云集，为乐迷们奉上了一场高

水准的视听盛宴。
在歌手们激情多变的歌声中，现场

观众的热情被迅速点燃，嘻哈、民谣、摇
滚、迷幻等一首首风格各异的音乐，将
现场的气氛一次次引爆，掌声、欢呼声、
尖叫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据了解，在今年的重庆长江草莓音
乐节上，除了设置“碧桂园·草莓舞台”

“爱舞台”外，还首次推出凸显本地特色
的“长江舞台”，重点向人们推介川渝地
区音乐人及作品。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雾都重庆”周边专区，将重庆元素艺术
文化搬到现场，甚至可以在音乐节烫着
火锅听“high”歌，在这样特殊的音乐
符号里，足够张扬，也无比青春。

两度跨界的“化学反应”

草莓音乐节提倡的是年轻、自由、

快乐的潮流文化，这与碧桂园长期关注
并扶持青年流行文化的宗旨和初心不
谋而合。

2020年，碧桂园再次冠名重庆长
江草莓音乐节，继2018年“碧燃重庆”
之后，为了活化碧桂园更年轻、时尚的
形象，在产品升级的基础上赋予品牌更
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以“渝生有你 碧
在一起”为主题，更强化与年轻群体的
沟通，用音乐+美好人居关联传播，与
城市年轻一代建立情感共鸣。

据悉，在“渝生有你 碧在一起”碧
桂园主题品牌互动展区，带来了最潮流
时尚的沉浸式live体验，DJ互动区、好
梦制造间和梦想加油站，还有结合轻
轨、长江索道、长江大桥等重庆本地文
化设置的打卡空间，让数万乐迷们感受
到了重庆最嗨“碧”的音乐体验。

美好人居里的年轻活力

从2007年首个项目落地重庆长
寿，到2015年正式进军主城，再到现在
的41盘齐绽放，从先区县后主城，再到
全覆盖的战略布局，碧桂园与重庆始终
共同生长。

据了解，此次碧桂园重点携长桥江
山、麓铭府、溪山玥、天玺、天麓、云禧、
永川碧桂园翡翠郡、璧山碧桂园翡翠
城、望江府等一批优质作品亮相打卡
区，向现场观众集中展示碧桂园多年以
来在重庆的版图及人居作品。

据重庆碧桂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冠
名重庆长江草莓音乐节，让碧桂园通过
音乐吸力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度——年
轻的力量、眼光与思想，这正是碧桂园

“品牌年轻化”战略的重要实践，为人居
理想和社区建设注入更年轻的元素。

方媛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支公司弹子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罗杨
机构编码：00000550010800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东升街35号附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27号16幢7-5号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4日
邮政编码：400061 联系电话：023-6292929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区支公司大观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程勇
机构编码：000005500119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观桥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青龙街6号第一层、6号附1号第一层、附2号第一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415 联系电话：023-7142374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中坝村院坝会上，村干部正在听取村民意见建议。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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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马 宏

卞修武

付子堂

向仲怀

刘波平

杜卫东

李长洪

杨士中

杨永斌

杨培增

杨新民

沈铁梅

张 杰

张 毅

张永忠

张兴海

林其鑫

欧 黎

周建庭

周绪红

庞茂琨

秦兆宏

袁志伦

夏庆友

黄国宁

蒋仁生

蒋建新

廖 明

熊 伟

工作单位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厨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兆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大学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1月8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按
照《关于开展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评选表彰
工作的通知》（渝委人才办〔2020〕7号）规定，11月
9日至13日（5个工作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马宏等29名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
奖”拟表彰人选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公示期内，市民若对拟表彰人选有异议，可以
书面方式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实名反
映。寄信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通
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人事处
（机关党委）；邮政编码：400015；联系电话：
63896450（传真）。

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
拟表彰人选公示

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拟表彰人选名单
（共2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