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 年)字魁先，又名卢

思。原籍合川县肖家乡。1910 年，卢作孚在

成都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参加四川保路运
动。辛亥革命成功，四川都督府委以夔关
监督之任。但他以为革命不在作官，辞而
未就，仍留成都。1914 年，卢作孚只身去
上海，在上海结识了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
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黄警顽先生。1925 年
10 月，卢作孚筹组民生实业公司。公司建
成后，第一件事即是开发合渝航线。第一
艘轮船“民生”号通航于合渝线。渝合航
道亦得到了治理，使全线轮运畅通无阻，
大大改变了合川交通闭塞的状况，使合川
工商业得到发展，县城更加繁荣。与此同
时，还创建了合川电灯厂(名“民生公司合
川电灯部”)，在总神庙(先在药王庙)设厂

发电，供应县城照明。1930 年又增设自来
水厂，以电力抽水，供应城区居民。此后，
卢作孚协同县人经营的企业还有华蓥公
司、大昌铁厂、渝鑫钢铁厂等。这些企业
在抗战期中，为解决重庆钢铁、煤炭之需，
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 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工及
重要工厂物资陆续溯长江后撤，到第二年
冬，物资聚于宜昌江岸，堆积如山，单是重工
业及军工器材即达11.6万吨，紧急待运。卢
作孚不顾民生公司经济上的损失，组织民生
船队，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日夜不停，在40
天内将全部物资运到了重庆港，保住了当时
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元气。但民生公司损

失惨重，入不敷出，出现危机，官僚资本乘机
侵入。这时，卢作孚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
支持下，联合西南民族资本家刘航琛、杨餐
三、何北衡在北温泉开会，商定了协作互助
的措施，又经增股集资，民生公司才得以渡
过难关。

1948 年 后 ，他 多 次 在 香 港 与 中 共 代
表 会 晤 ，加 深 了 对 党 的 了 解 和 信 任 。
1950 年经周恩来安排卢作孚自香港回大
陆，并将公司滞留香港的船只二十余艘
驶回广州，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建设作
出了贡献。是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继续担
任民生公司总经理。

民革区工委会：百
年统战，熠熠生辉。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合川
民革将始终坚定不移
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在统一战线政策
引领之下，奋力谱写新
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
篇章。

民盟区委会：百年
统战开启百年辉煌。
展望未来，新时代、新
征程，初心依然，合川
民盟将一如既往与中
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
向同行，以高度的政治
认同、伟大的爱国热
情，凝聚共识、成就梦
想，为合川建设现代化
区域中心城市努力奋
斗。

民建区委会：历经
百年征程，铸就百年荣
光。继续传承统一战
线优良传统，发扬优良
作风，砥砺奋进、奋发
有为，推动统一战线事
业高质量发展。合川
民建将始终坚定不移
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
起、站在一起、干在一
起，壮大共同奋斗的力
量。

农工党区委会：栉
风沐雨百年路，高歌奋
进新征程。新时代，新
起点，定坚守初心使
命，肝胆相照，风雨相
随，共同创造统战新伟
业。

九三学社区工委
会：凝心聚力共奋进，
同心逐梦谱新篇。九
州五岳齐一心，三江四
海同此声。共铸百年

荣光路，砥砺奋进新征程。
区工商联：回首百年峥嵘岁月，凝聚最广

泛共识、汇聚最磅礴力量，绘就风雨同舟、肝胆
相照的统战画卷；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寻求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谱写勠力同心、荣
辱与共的统战新篇。

区知联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开新局。
合川区知联会将继续带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对内做好析事明理、凝
聚共识的工作，对外讲好合川故事、传播好合
川声音，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
和力量。

区新专联：新时代新征程中使命在肩，我
们将按照“社会化、项目化、品牌化”要求，围绕
党和国家重点工作、民生和社会领域热点问
题，积极发挥优势作用，“听党话、跟党走”，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新智慧、新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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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川 统 战 先 贤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空防事业十分落
后。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制空权掌握在
日军手中，我国屡遭日军空袭，军民伤亡、财
产损失惨重。1940年，“民国侠女”施剑翘与
母亲随弟弟施则凡（时任中央军校特训班副
主任）居住在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
区），目睹日机轰炸（“七·二二”轰炸）的残酷
暴行，遂萌生“一元献机运动”想法。该想法
得到了时任合川县长袁雪崖的大力支持，随

即成立了以袁雪崖县长为主任委员，施剑翘
为指导长的合川各界筹献合川号飞机征募
委员会。经施剑翘的奔走游说，献机运动得
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短短 4 个月里，募
集资金 45 万元，购买了 3 架战斗机，献给正
在浴血奋战的中国空军。

合川“一元献机运动”的极大成功，引起
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高度重视并向大后方
各省大力推广。1941 年 6 月，中国航空建设

协会向所属各省市分会和各地政府致函，推
广合川“一元献机运动”的经验做法，并印发

《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手擎一元
钱，向攻势空军建设的途上大进军”。同时还
颁布《各地分会“一元献机运动”纲要》《“一元
献机运动”实施大纲》《“一元献机运动”宣传
大纲》等一系列文件及奖励办法，要求各县/
市成立“一元献机运动”劝募委员会，努力推
行，以实现一人捐献一元之目标，“用血与铁

的反攻，来完成我们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一元献机运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

热烈响应。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群情激昂，爱
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所购战机
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空军，为中国空军
对日作战献上了一份力量，对当时正处于困
境中的中国空军抗战起到了很大的激励支
持作用。

（记者 李文静 整理）

合川“一元献机运动”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著名教

育家。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行知，笔名不

除庭、草斋夫、梧影。1914年，陶行知以金陵
大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黄炎培等人资助
下，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
位。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
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

1923年，陶行知与黄炎培、晏阳初发起平
民教育运动。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城外劳
山脚下，创办晓庄师范，发起乡村教育运动。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陶行
知与宋庆龄、沈均儒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
救国会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当选
为执委、常委。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
织国难教育社。

1938 年 8 月，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8月，育才学校迁入合川县草街镇(今

合川区草街街道)凤凰山古圣寺(校本部)。
育才学校在合川办学历时7年，学生来自

全国15个省市，先后达近500名学生。分社
会、文学音乐、戏剧、自然、绘画、舞蹈7个组，
每个组都聘请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任教。如
历史学家翦伯赞，音乐家贺绿汀、任光，戏剧
家章泯，版画家陈烟桥，诗人艾青、力扬，作家
姚雪垠、何其芳，化学家孙锡洪、舞蹈家戴爱
莲等，田汉、李公朴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
导人秦邦宪等也为育才师生讲过课。

在600多名育才师生中，先后有300多人
加人中共的地下组织，有43人上华蓥山组织
三支游击队，有21名师生成为革命烈士，为新
中国的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4 年 12 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

知当选为中央常委、教育主任，并负责主编
《民主》星期刊。为培训民主革命运动人才，
陶行知于1946年1月在重庆管家巷28号创办
社会大学，以为人民造幸福、摧毁旧的地狱生
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为宗旨。聘秦邦
宪、邓发、田汉、邓初民、李公仆等为教授，为
中国共产党培养大批青年干部。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突发脑
溢血逝世，享年 55 岁。陶行知先生的去世，
令全国人民悲哀。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
放区，各大报纸都刊发讣告和悼念文章，延
安、上海、南京、重庆、北京及香港等地都不
约而同地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为他题词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他为“万世
师表”。

周北溪
周北溪(1913-2003)，笔名字啼，合川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合川党组织创始人。1983
年 5 月加入农工党，历任农工党合川县直
属支部主委、第一届县（市）委会主委、第
二届市委会名誉顾问；合川县第八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合川县第七届、第八
届、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重
庆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重庆市第一
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四川省第四届、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
员。

周北溪出生于世代行医之家，6 岁上
私塾，11 岁随祖父、父亲学医。14 岁开始
拜师学习国画。18 岁在渝开“画外天”画

廊，21 岁以“青年老书画家”崭露头角。22
岁在孤儿校任教。23 岁任合川抗日宣传
绘画组组长，义卖书画捐献抗日。新中国
成立后，周北溪在合川师范学校任教，兼
任工会主席、教研组长等职务。

1980 年，他在成都荣幸地受到邓小平
的亲切接见。其后，在深圳举办 3 次画展，
并于 1987 年和 1994 年，分别到马来西亚和
台湾举办个人画展。他数十年精研不辍。
其艺术成就被人们称为“华夏一奇”“人间
瑰宝”。2001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
蜀一杰周北溪》，对其生平和学术成就作
了系统介绍。

1983 年 5 月，周北溪加入中国农工民
主党，是合川县第一位农工民主党党员。
作为合川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周北溪不断
致力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他
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认真思考和开展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在工
作中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采纳合理建议；
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各项社会服务活
动，用手中的画笔无偿为四化建设贡献力
量；关心每一位党员，为党员的切身利益
四处奔走。

2003 年 7 月，周北溪因病在成都逝世。
（以上文字均为记者 李文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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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减负稳岗、多措并举加力扩岗、着
力抓好重点群体……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一系列稳就业举措密集出台。数据显示，1至6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59%，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高效统筹，各方面围绕就业同向发力，就业局
势有望继续回暖。

减负稳岗：保市场主体稳就业

6月初，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账面上多了
一笔65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这让公
司人事主管杨鑫鑫很是惊喜，“有了这笔补贴资
金，公司用于人才招聘、培养和员工福利的预算
资金将更加充沛。”

7月，120多名高校毕业生入职该公司，从事
开发、技术研究等岗位工作。公司还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继续扩大中高端人才、应届毕业生的
招聘名额，将现有2000多人的员工规模拓展至
3000人左右。

今年以来，我国提高稳岗返还标准，将中小
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由60%最高提至
90%，大型企业由30%提至50%。1至6月，全国

共向 584 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资金 331
亿元。同时，新增留工补助政策，目前全国已向
195万户企业发放留工补助资金87亿元。

稳岗红利快速释放，纾困减压加力加效。
“上半年我们共享受社保费减免15.39万元，切
实降低了企业缴费负担。”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以来企业营
业收入下滑，降低社保费率、缓缴社保费等政策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今年在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政策的基础上，叠加实施对5个特困行业企业、
17个困难行业的困难企业以及疫情影响严重地
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缓
缴期间免收滞纳金。1至6月，通过降费率和缓
缴，共减收失业保险费715亿元。

全面推广降费率“直兑直达”，稳岗返还“免
申即享”，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获得感。

近日，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到当
地人社部门电话，经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核实，
该企业符合稳岗返还条件，免予申请，7.4万余

元返还资金可直达企业账户。“零申请、零填表、
零跑腿，有关部门直接把补贴资金发到企业账
户，太贴心了！”该公司副总经理潘婵说。

加力扩岗：多举措增加就业岗位

“不仅有了收入，还能让村里的环境变好，
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今年51岁的
山东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陶墩村村民田凤英，
最近申请上了负责鱼塘保洁的生态公益岗，这
解决了她此前无工作、缺收入的困难。

“截至6月底，山东共开发岗位41.86万个，
安置上岗人员41.38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衣军
强说。

持续加大招聘力度、开发基层就业岗位、高
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积极支持创新创业……今
年以来，从部委到地方多措并举加力扩岗。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
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产业园专场”“国聘行动”
等活动，目前共有1.5万家企业提供89万个就业

岗位。全国2169所高校通过实地走访、视频会
议等多种方式拜访5.8万家用人单位，为毕业生
拓宽岗位达114.9万个。今年中央财政支持招
募3.4万高校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比去
年增加了2000名。

7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更
多用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下一步
将加力促进创业和灵活就业。实施重点群体创
业推进行动，深入实施创业培训，跟进提供创业
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
和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灵活
就业健康发展。

强化服务：着力抓好重点群体

“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动向，都有专
门的老师清楚掌握，针对暂未就业的学生，学校
还指派了老师精准指导。”中南大学就业指导中
心主任徐赞说，学校积极做好未落实去向学生

的帮扶工作，通过提供“一对一”的求职咨询、简
历修改、面试模拟、定点推介岗位等方式提供精
准帮扶，已有32名学生在帮扶下签约中兴通讯、
比亚迪、三一重工等企业。

今年以来，人社部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服务助
力、权益保障、困难帮扶，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张莹说，从7月开始，启动实施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集中对未就业毕
业生进行就业帮扶。

为帮助毕业生实现尽早就业、高质量就业，
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今年以来在各高职院校举
办职业指导专题讲座。近日举办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季活动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

优化服务的同时，还要提升就业能力。人
社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制造业和
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民生领域急需紧缺职
业（工种）职业技能培训。1至6月，发放职业培
训券588.73万张。

“一系列政策措施发挥积极效果，就业形势
出现好转，但稳就业特别是重点群体就业仍面
临较大压力。”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
长王萍萍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就业政策实
施力度，促进就业形势不断改善。

（据2022年7月25日新华网）

加力稳岗拓岗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

（上接1版）
郑立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区

全国文明城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推进组
的统筹作用，压紧压实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
工作责任，做到精力全面投入、任务全面落实、

工作全面到位。要强化督导指导，综合用好内
部督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抓
好督促整改，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
更大成效。

姜雪松指出，全国文明城区是全体合川人

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
惜。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建设。要攻坚克难补短板，
针对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问题环

节，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提升城市文明水
平。要统筹结合提质效，进一步树立“一盘棋”
思想，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建设提质与疫情防
控、城市提质等工作深度融合，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要立足长效抓机制，强化制度建设，健

全管理规范，切实巩固扩大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成果，真正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通报了前阶段全国文明城区建设工作
情况，安排布置了当前相关重点工作。有关单
位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秦辉富、
曾荣、李锋斌、周道君、邓立、吴达明等区领导，
区委各部委、区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人，部分区属国有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部分重
庆在合直属机构及金融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
场参加会议；全国文明城区建设重点单位分管
负责人，部分学校、医疗单位主要负责人，部分
企业主要负责人，各镇街有关负责人在分会场
参加会议。

把文明城区建设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