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

责任编辑 / 王 快

hongqing Zhengxie bao

电话／023-63844578

2018 年 1 月 9 日

星期二

关注·双创

11

版

营 造“ 双 创 ”新 机 遇
——
—沙坪坝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创新开展就业创业工作纪实

握别 圆园员苑 年袁 沙坪坝区
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向区委区
政府和全区人民交上这样一
份答卷院
全区城 镇 新 增 就 业 5.58
万人袁 完成目标任务的
139.5%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 2.0754 万人袁完成目标任务
的 188.6%曰城镇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 6463 人袁 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 129.2%曰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 2.96%袁控制在 4%的目标
范围以内曰技能培训尧新增创
业尧大学生 GYB 培训尧高校毕
业生 SYB 培训尧家庭服务从业
人员培训尧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等目标任务均提前尧 超额完

1 精准化：就业服务有的放矢
人力资源市场野智慧化冶服务功能进一
步优化袁成功打造 1 分钟求职体验袁求职者
坐在家中就能找到工作遥 2017 年袁通过网
络平台实现就业劳动者 13331 人遥 开展四
季网络招聘周尧野送政策尧送服务尧送技能尧
送岗位冶尧野春风行动冶尧民营企业招聘周尧高
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等活动袁 为就业者
搭建了良好的就业平台遥
为稳定企业职工队伍袁 利用失业保险
金对 997 家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尧少裁员袁
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了政策补贴袁发

就业服务局招聘会现场

放稳岗补贴 2050.91 万元袁 稳岗人数 11.82
万人遥 发放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 925.02
万元袁 发放失业人员培训补贴 54.4 万元袁
惠及民众 4 万人遥
完善信产企业用工储备机制尧 区内重
点中职院校送工协调机制袁 畅通企业用工
野绿色通道冶遥 依托我市信产用工保障补贴
政策尧蓄水池政策袁市场化调度加行政化引
导袁全年共调度劳动力 5814 人袁在保障重
点企业用工需求的同时袁 为就业需求人员
打开了通道遥

坚持高校毕业生就业首位意识袁 作为
重点群体就业进行援助并实现长效化遥 扎
实开展实名制录入的基础性工作和专题招
聘进高校活动袁369 人通过帮扶实现就业遥
持续开展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袁603 名高
校毕业生实现创业遥大学生刘怀旭在野泛海
扬帆冶大学生创业行动中获得创业资助金袁
依靠这笔资金袁刘怀旭的创业项目野智慧烘
干房冶得以落地袁而今野智慧烘干房冶在西北
五省安装 40 余套袁产值 127 万元遥

2 规范化：职业培训提质增效
2017 年 10 月 19 日袁 从阿联酋阿布扎
比传来喜讯袁 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袁
沙区推荐的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生梁
英英获得美容项目银牌尧 重庆机械电子高
级技工学校曾伟业获得电子技术项目优胜
奖袁该区职业培训结硕果遥
高标准培树优秀定点职业 培训机构
15 家袁大力弘扬野工匠精神冶袁扎实开展高

技能人才评选尧 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建设
和技能竞赛工作遥 2017 年完成技能鉴定
4024 人袁 全区累计技能人才 31.6 万人遥 1
人荣获重庆技能大师称号袁5 人荣获全市
技术能手称号遥 新增国家级技能专家工作
室尧市级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各 1 家尧市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3 家遥
走先培训后输出再创业的路子袁 对农

村劳动力进行引导培训尧创业培训袁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显著增强遥 村民陈梨花在该区
科讯职业培训学校取得了 叶母婴护理专项
职业能力曳叶育婴师四级曳等级证书袁先后为
30 多个家庭做过双胞胎尧早产儿尧低体重
儿等特殊护理袁 由于培训知识和技能适销
对路袁陈梨花对护理中的难题一一化解袁得
到客户一致好评遥

成曰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30
万元袁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4.6%遥
不负区委尧区政府的重托袁
竭诚满足人民的期待袁 创新开
展就业创业工作遥 撸起袖子加
油干袁正是该局一年的写照遥

技能大赛

爱上幼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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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体化：

双创环境宜业育才

陈聪在大学期间自主创业袁成立了野重庆
贝梵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冶袁 以 3-18 岁青
少年艺术教育服务和科创教育服务为主遥 创
业初期袁由于对市场缺乏认知袁曾经一度举步
维艰遥 参加 SYB 创业培训后袁陈聪得到了创
业导师的持续指点遥 目前袁该公司有独立运营
中心袁合作机构 8 家袁精品课程 7 个袁精品研
学线路 5 条袁年产值 90 万左右遥
该区高度重视创业创新工作袁 年初即出
台了区级配套的创业担保贷款办法袁施行野大
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35 条扶持办法尧高校毕业
生创业扶持野1+4冶政策遥 从租金补贴尧平台打
造尧研发奖励等方面提供支持袁大力鼓励驻区
高校尧科研院所和企业开放现有平台设备袁盘
活存量园区尧楼宇尧厂房袁建设形成一批新型
孵化平台袁构建全链条的孵化体系袁为创业创
新创造条件遥 野众创 E 家冶线上线下一体化服
务全面运作袁 门户网站尧 微信公众号和 APP
全面提供创业培训尧创业政策尧融资中介尧孵
化扶持等线上服务袁 覆盖创业人群 19000 余
名袁 为 2000 余名关注创客实时提供线上服
务遥 开展创客沙龙尧培训尧辅导尧路演尧讲座尧座
谈等各类创业活动 110 余场袁 创业巡回演讲
进高校活动 40 余场次遥 在市首届野渝创渝新冶
创业创新大赛中袁该区斩获文创尧综合类行业
赛一等奖 2 个尧二等奖 5 个尧三等奖 3 个袁获
奖总数全市第一遥
就业创业这项民生工程只有开工没有竣
工袁该局将再接再厉袁砥砺前行遥
渊刘 洪 邓 艺冤

云阳农行：
挥动“金融之手”助推创新发展
云阳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心袁经济基础薄弱遥 近年来袁云阳县全面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袁立足县情实际袁大力
发展旅游产业袁强力推动脱贫攻坚遥 作为驻地金融机构的农行云阳支行渊以下简称云阳农行冤袁以野金融之手冶
为云阳创新跨越尧转型升级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源头活水遥

金融“补短”：支持旅游发展
被誉为 野天下第一缸冶野长江三峡最后的香
格里拉冶 的龙缸景区自 2012 年 4 月开园以来袁
带动云阳县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等相关
指标大幅增长袁 逐步成长为国内新的旅游目的
地尧重庆旅游新地标遥 旅游经济成为云阳县重要
的经济增长点遥 这中间袁云阳农行扮演着重要角
色袁发挥着积极作用遥
时间回到 2005 年袁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
还只是一纸规划蓝图遥 按照云阳县政府的规划袁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袁主要对龙缸国家地质公
园进行地质遗迹保护和景区可进入性投入遥 但
出于该项目的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袁 县内对龙
缸景区开发关注的金融机构寥寥无几袁 大都处
于观望状态遥

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冶遥 没有资金的投入建
设袁再美的蓝图也不过是纸上的花朵遥 新成立的
龙缸景区管委会无数次奔波于县内各家金融机
构之间袁数次碰壁遥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袁云阳农
行向主导龙缸景区开发的云阳巴乡清旅游开发
公司抛出了橄榄枝遥
野作为驻地金融机构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事实上袁为支持县域旅游
业开发袁农总行专门制定了叶中国农业银行县域
旅游开发建设贷款管理办法曳袁 在多次反复评
估尧考察后袁最终作出了支持龙缸景区开发建设
的重大决定遥 冶云阳农行负责人如是说遥
在总尧分行的大力支持下袁云阳农行向龙缸
景区一期投放贷款 4.3 亿元袁解决了景区建设初
期的资金瓶颈遥 2016 年龙缸景区二期项目贷款
4 亿元目前正在投放中遥 景区利用云阳农行发
放的资金对景区内的交通尧游览尧安全尧卫生尧邮

电尧旅游购物尧综合管理尧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建设袁 进一步完善景区游览基础和配套
服务设施建设袁还对岐山草场进行了初步开发遥
正是得益于云阳农行的大力支持袁 云阳龙
缸景区已经成为国内 5A 级知名旅游目的地袁景
区所在的清水土家族自治乡袁 也从以往无人问
津的穷乡僻壤变成炙手可热的投资热土遥 周边
的农民也从以往耕作者变身为旅游从业者袁凭
着为景区游客提供服务不断脱贫致富遥 云阳农
行用看不见的野金融之手冶袁为云阳龙缸架起一
座旅游之桥袁 让更多的游客得以饱览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遥
野目前袁龙缸景区已经成为农总行与国家旅
游局签署备忘录重点支持旅游开发项目袁 未来
将继续提档升级遥 冶云阳农行负责人表示袁该行
将继续携手云阳龙缸景区袁加大信贷倾斜力度袁
创新旅游金融产品模式袁拓宽服务流程袁共同开
创云阳旅游业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云阳支行大楼

杨丹丹/摄

金融“补钙”：助力脱贫攻坚
云阳县是农业大县袁更是国定贫困县遥 云阳
农行如何助力云阳扶贫攻坚钥 2017 年 9 月 14
日袁该行与云阳县政府签订了野精准扶贫贷款银
政合作协议冶袁切实担负起金融扶贫责任遥
野金融扶贫是党和国家交办的重要使命袁是
农行履行大行社会责任的义务袁 更是金融服务
三农尧服务扶贫的责任担当遥 冶云阳农行负责人
表示袁该行将总行定位的野一号工程冶细化为回
归农村的一项战略性规划袁 着力推动 野四融平
台冶建设袁大力开展精准扶贫贷款袁积极创新三
农服务袁努力为云阳打赢扶贫攻坚战贡献力量遥
所谓野四融平台冶袁是农行针对农村地区开
发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袁核心是通过加快村
社惠农服务点建设袁解决金融服务野最后一公
里冶的问题遥 简单地讲袁就是在各行政村依靠现
有的便民超市尧电商尧村医点尧村服务中心投放
农行的服务终端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直接
办理小额存款尧取款尧贷款尧缴费等业务遥 为打
赢金融扶贫攻坚战袁云阳农行切实在野四融平

台冶建 设 上下 功夫 袁通 过发 挥野融 通 尧融 资 尧 融
智尧融商冶四融功能袁创新三农服务袁做好金融
扶贫工作遥
为有效推动精准扶贫贷款工作袁 云阳农行
专门成立野三农冶服务中心袁制定量化考核办法袁
将全县所有乡镇进行划片包干袁确定了 10 个营
业网点无缝对接袁形成上下联动的服务体系遥 各
营业机构积极与镇尧乡主要领导及时对接袁齐抓
共管袁各乡镇对扶贫贷款对象选择尧名单推荐尧
会审面签尧资料收集等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袁确保
了整个过程顺畅无障碍遥
该行还采用野以点带面冶的模式袁以镇政府
为单位袁 召集村干集中座谈袁 集中对接宣传辅
导袁 对扶贫贷款的政策和方法讲解做到一次到
位曰各营业网点采取进村尧入户等办法袁依靠镇尧
村两级政府袁发动扶贫专干的骨干作用袁使贫困
村尧贫困户充分了解扶贫贷款的条件尧程序尧方
法遥 同时袁根据扶贫贷款区别于一般商业贷款的
特点袁云阳农行积极优化流程尧创新机制袁改变

原来的到户调查模式袁 实行以镇为单位集中会
审袁面谈面签袁高效运作遥 在保证借款人真实尧借
款意愿真实尧借款用途真实的基础上袁尽可能减
少环节尧简化手续袁大大提高了效率遥
在推动精准扶贫贷款工作中袁 云阳农行全
行上下凝心聚力袁工作务实高效曰在贷款发放过
程中袁部门间密切沟通袁全行员工放弃休息时间
加班录入贷款资料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遥 精准扶贫贷款自 2017 年 9 月分行批
复尧 银政签约后共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49384446
万元袁完成分行和县政府下达任务的 246.9%曰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于 2017 年 10 月份开始与担保
公司携手推出野欣农贷冶袁并实现全县覆盖遥
云阳农行负责人欣慰地说袁通过野四融平台
铺路冶野精准扶贫贷奠基冶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花冶袁赢得了云阳县领导的肯定袁提升了农行在
各乡镇的话语权袁各乡镇野慕名而来冶袁原来拒绝
农行的部分乡镇纷纷主动要求合作袁为农行野回
归农村冶夯实了基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