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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鑫
宇 通讯员 唐敖）3 月 14
日，记者了解到，我区紧紧
围绕帮助群众实现高质量
充分就业目标，始终把促
进辖区内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积极探索打造“三点
两环”就业创业高效服务
载体，努力实现高质量充
分就业。

针对就业创业服务的
各类群体和多样化需求，
在人流集中、临街便利的
闹市区试点建成全市首家
就业创业服务超市。依托
镇街党群服务中心、综合
农事服务中心等村级组织
阵地，配备信息化设施设
备、落实“劳动就业社保协
理员”公益性岗位，专职从
事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分
批次建设村级就业创业服
务超市。

围绕帮助群众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
标，统筹资源积极打造便
民就业服务圈，逐步形成
了区——镇——村“三点
两环”辐射全域、高效便
捷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以特色+精准为导向，以
线上+线下为手段，为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政

策咨询、职业介绍、创业
指导等个性化、一站式的
就业创业服务，优化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断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这几天，家住钓鱼城
街道思居村4组的村民廖
志英乐开了怀，因为她在
思居村就业创业服务超
市找到理想的工作。钓
鱼城街道思居村村委干
部蒋鑫介绍说，思居村就
业创业服务超市和零工
驿站今年建成以来，帮助
农民工、脱贫人员、大学
生等困难群体实现就近就
地就业112人。

此外，我区还充分运
用 大 数 据 智 能 化 手 段 ，
结 合 上 门 走 访 、电 话 联
系 等 方 式 ，动 态 采 集 全
区劳动力信息，实现人力
资源信息库劳动力全面
覆盖。同时，依托重庆市

“智慧人社”系统，在 30
个镇街建立“互联网+公
共就业创业”线上、线下

“内环”服务平台，通过
服务大厅、网上平台、移
动 应 用 、自 助 终 端 等 方
式 实 现 求 职 登 记 、信 息
发布和岗位匹配等全方
位服务。

我区统筹资源打造
“三点两环”便民就业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讯员 张雷
蕾）3月13日，记者从区科协获悉，2023
年合川区一线科技工作者岗位创新争先
行动申报评选工作已全面启动，广大基
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可通过今日合川网站
下载申报表格进行申报。

据了解，此次申报范围包括：2021
年、2022年全区广大基层一线科技工作

者在岗位上开展小发明、小技改、小设计
取得的成果，全区各高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等均可组织申报。申报项目有
机械/电机、电子/通讯、医药/化工、资
源/环境、交通/建筑、轻工/纺织、新材
料、其他共8个类别。

特别提醒，科技工作者可直接向
区科协申报，也可向所在单位科协提

出申报，再由各单位科协审核后统一
报送区科协。申报需提交《合川区科
协岗位创新争先行动项目申报表》和

《合川区科协岗位创新争先行动项目
推荐汇总表》，以及相应的佐证材料，
并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前将申报材料一
式三份报送至区科协（区政府 925 区科
协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区科

协 邮 箱 cqhckx@163.com。 下 载表格
地 址 ： http://www.jrhcw.com/html/
2023-03/09/content_51989793.htm。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以赛评优，以优
建库，推选出优异高效的岗位创新方法
和经验，全面提高各行各业岗位的科技
含量和创新水平，为推动合川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我区启动一线科技工作者岗位创新争先行动申报评选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灿 摄影报道）今
年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卢作孚先生诞辰 130 周年。为
进一步弘扬卢作孚先生崇高的爱国主
义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精神，
3月14日上午，“缅怀先贤忆初心·传承
精神勇担当”纪念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
合川区学生现场书画赛在卢作孚广场
举办。

作为卢作孚先生的故乡，合川区将
2023 年4月10日——4月16日定为“作
孚周”。届时，全区将围绕“缅怀先贤忆
初心·传承精神勇担当”主题，开展主题
展览展演、缅怀参观、专题讲座、主题研
学等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卢作孚先生

“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精
神，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
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此次学生现场书画赛作为纪念卢
作孚先生诞辰 13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由区委统战部、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团

区委主办，久长街小学、学昌门小学协
办。比赛分为绘画和书法两大类别，幼
儿组、小学组、中学组三大组别，参赛对
象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学生。

书法比赛中，各参赛选手挥毫泼
墨，以手中之笔书写卢作孚先生的名言
与经典语录，将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仰与
缅怀寄托在一笔一画之间。绘画比赛
中，参赛选手们巧妙构思、灵活构图，经
过一双双妙手精心描绘，卢作孚先生的
伟岸英姿、卢作孚先生的光荣事迹纷纷
跃然纸上。一幅幅遒劲有力的书法、一
张张缤纷美丽的画作体现了卢作孚先
生在投身革命、兴办教育、振兴实业和
建设乡村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活动现
场还展出了城区三个学区及各直属学
校选送的优秀绘画作品和优秀书法作
品，吸引了广大市民驻足观看并获得了
他们的点赞。

本次比赛不仅给了学生一个展示
自己的机会，也激励了广大师生向卢作
孚先生学习以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新

的贡献的信心。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
会将根据参赛组别，按照幼儿组 10%、

小学组 15%、中学组 20%的比例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并颁发指导教师奖。

缅怀先贤忆初心 传承精神勇担当

纪念卢作孚诞辰130周年合川区学生现场书画赛举行

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3月15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雪松
主持召开区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
研究森林防火、农村公路建设管理
有关事宜。

会议指出，根据气象预测，今
年气温整体偏高，降雨量偏少，全
区森林防火工作面临较大压力。
要提高思想认识，提前谋划、精准
研判、周密部署，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防灭火举
措，坚决防止森林火灾发生。要抓
好日常监管，采取“人防+技防”方
式，加强隐患排查，紧盯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切实做到“打
早、打小、打了”。要落实镇街属地
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林区经营单
位主体责任和护林员巡护责任，确
保责有人担、山有人守、林有人护、
火有人管。要强化森林防火宣传，
多层次多形式加大防火宣传频率，
提高群众森林防火法律意识和责
任意识。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全区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加快补齐农
村公路管养短板，充分发挥交通基
础设施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作用。要
建立健全工作体系，按照“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总体
要求，明确工作职责，完善工作机
制，全面改善我区农村公路技术状
况，优化路网结构，加强管理养护，
提高通行品质及运输水平。要强
化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深化路产路
权保护，加强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抓好抓实治超工作，完善物防
设施设置，确保交通安全。

会议还审议了《重庆市合川区
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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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3月15日下午，
全区加强基层治理推动平安合川建设大
会暨区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
记、区委平安合川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郑
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持稳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
求变、惠民有感工作导向，以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以建体系、强机制、夯基础、提质效、重落
实为抓手，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合
川，以高效能治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合川建设。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卫，区政协主
席叶华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区委平
安合川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谢东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郑立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平安战
线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
求和区委工作安排，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有力维护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合川的起步之年，做好平安合川建
设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全区上下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
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和全市加强基层治理推动平安重
庆建设大会暨市委政法工作会议部署，
持续深化除险清患、夯实基层基础，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郑立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切实增
强抓好平安合川建设的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深刻领会“统筹发展和安
全”这一重大原则，深刻认识蕴涵其中
的重要意义、辩证关系和实现路径，推
动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行稳致远。要
深刻领会“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这一
鲜明导向，大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健
全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效能。深刻领会“统筹推进各领域安
全”这一目标任务，加快构建多方面安
全于一体的系统性安全格局，牢牢守住
安全底线。要深刻领会“增强忧患意
识，坚持底线思维”这一方法理念，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坚决打赢平安建设主
动战。要深刻领会“加强过硬队伍建
设”这一重要要求，夯实政法事业发展
根基，锻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的政法铁军。

郑立伟强调，要紧盯平安合川建设
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做好除险清患重点
工作。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深入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反渗透反颠覆防
线，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依法打击非
法宗教活动，切实打好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整体仗、主动仗。要全力维护社会稳
定，紧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维护公共
安全，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
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要强化社会
治安防控，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建”各项
措施，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强化
重点领域管控，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
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健全网络治
理体系，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方资
源，持续净化网络生态，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数据保护，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要全面深化政法改革，狠抓改革任
务推进落实，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优化政法机构职能体系，深化诉
讼制度改革，打造更多具有合川辨识度
的改革新亮点。

郑立伟强调，要健全基层治理工作
体系，持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快构建
党建统领的基层智治系统，强化党的领
导，建强基层组织，提高智治水平，努力
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要推进基层治理指挥中
心建设，整合治理资源，加强运营管理，
提升实战能力，促进基层治理效能整体

提升。要健全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坚持
条抓块统，突出权责清晰、扁平一体，构
建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业务工作有
效落实。要发挥基层网格作用，优化网
格划分标准，配齐配强网格力量，健全完
善运行机制，让小网格在平安建设中发
挥更大作用。

郑立伟强调，要强化工作保障，确保
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强化组
织领导，推动完善组织领导体制，优化组
织架构，加快构建职责清晰、各负其责、
合力推进的政法工作体系。要强化闭环
管控，聚焦影响平安稳定的各类风险，加
快构建“除险清患”闭环管控机制，及时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队伍建
设，健全全员政治轮训制度，完善教育培
训体系，全面深化平安法治建设数字化
变革，持续提升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会议通报了平安合川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并就下
一步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会上，区公安
局、区信访办、小沔镇、双槐镇、合阳城街
道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各
镇街有关负责人等分别在主、分会场参
加会议。

郑立伟在全区加强基层治理推动平安合川建设大会暨区委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合川
以高效能治理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