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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领导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县领导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统筹做好稳就业工作统筹做好稳就业工作 促进企业复产群众增收促进企业复产群众增收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2 月 26 日，县委书记王杰
到 清 溪 场 镇 走 访 看 望 联 系 对
象。他要求，要“一对一”帮扶，

“点对点”服务，统筹做好稳就
业工作，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群
众稳定增收。

王杰深入清溪玫瑰园、清
溪场镇东林居委会和高秀村，走
访看望联系户李翠仙、康洪均、

张玉国和吴国成，了解他们的生
产生活情况和务工就业情况。

为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我
县早安排、早部署，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产发展，有力有
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让外出
务工人员就地就近务工增收。
目前，李翠仙在清溪玫瑰园务
工，吴国成的妻子在县城从事家
政服务，康洪均已于2月23日前

往浙江务工，张玉国则继续从事
村上安排的公益性工作岗位。

王杰指出，就业是民生之
本，务工是增收的重要保障。
当前，各企业正有序复工复产，
为外出务工人员务工增收提供
了大量就业岗位。各地要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

排，动态掌握外出务工人员信
息，摸清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和
就业需求，特别是建卡贫困群
众务工返岗情况，通过就业实
时数据信息对比分析，准确研
判返岗复工、就近就业和企业
用工动态，仔细分析就业、返岗
人员数量变化原因，科学调度、
精准施策，加强就业岗位信息
推送，主动帮助务工人员联系

用工单位和用工信息服务，“一
对一”帮扶，“点对点”服务，实
现用工企业和务工人员需求双
向精准对接，统筹做好稳就业
和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用 工 保 障 工
作，引导务工人员就近就地就
业，让用工企业早复产，务工人
员能就业，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确保完成全年既定的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俊）2月26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向业顺带领县政府办、县人力社
保局、县工业园区等主要负责人
前往梅江镇八幅村和新营村，就
务工人员就近务工就业情况进行
实地调研。

向业顺在调研时指出，近年
来，我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中
以县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工业经济
也在不断壮大，现在的秀山虽然

和沿海地区比起来还有一定差
距，但也有足够多的企业和岗位
来满足大家的务工就业需求，欢
迎大家走进工业园区实地参观、
了解，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

向业顺指出，梅江镇、清溪场
镇、龙池镇等都是我县劳务输出
大镇，当前正值务工人员返岗期，
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对有外出务
工或有意向就近务工的人员进行
全面筛查，对有专业技术在秀山

没有对口工作的要鼓励支持其外
出；对需要办理健康证明的外出
务工人员要加快办理；同时，针对
不能长期外出务工或有意向就近
务工的人员要做好服务工作，主
动服务，靠前服务，为务工人员和
园区企业“搭好线、做好媒”。要
创新就业招聘的宣传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做到工作到户，宣传到
人，让更多的务工人员实现就近
就地务工就业。

为务工人员和园区企业为务工人员和园区企业““搭好线搭好线、、做好媒做好媒””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 鲁诗勤）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为
响应党中央号召，2 月 27 日，我
县举行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捐款。县委书记王杰，县
委副书记、县长向业顺，县委副
书记田国华等县市管党政领导
干部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捐款，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王杰带头进行捐款。随
后，向业顺、田国华等县市管党
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捐款箱

前，奉献爱心，为支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县级有关单位负责人也参加了
捐款。

按照规定，此次捐款主要
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
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
群众、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者
等，资助因患新冠肺炎而遇到
生活困难的群众和因患新冠肺
炎去世的群众家属，慰问在疫
情防控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众
家属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茜）2月26日，我县召开2020年
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当
前春耕备耕工作。县政府副县
长陈爱党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
理批示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各
部门要从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抓
好春季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正确
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出现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切实加强对春
耕生产的组织领导，切实做到思
想不放松、精力不转移、工作不
削弱，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
动我县春季农业生产顺利开展、
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开展“战疫情、抓春耕、促
生产”行动，全力以赴抓好春耕
生产，重点抓好春耕任务下达、

抓好春耕物资准备、抓好技术指
导服务、抓好农机社会化服务、
抓好农田水利建设、抓好春季防
疫工作以及春季防灾减灾工
作。要统筹抓好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和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持续
深入抓农村疫情防控，毫不放松
抓脱贫攻坚，持之以恒抓特色产
业发展，坚定不移抓生猪产业发
展，全力以赴抓涉农企业复工复
产，千方百计抓农民工务工就
业，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启动，扎
实抓好人居环境整治。要加强
春耕生产的组织保障，强化组织
领导、加强协调服务、压实乡镇属
地责任、加强督查指导，切实增强
抢抓春耕生产的责任感、紧迫感，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顽强的
意志、更加果断的措施抓好落实，
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战疫情 抓春耕 促生产

王杰走访看望联系对象时要求王杰走访看望联系对象时要求

向业顺调研就近务工情况时强调向业顺调研就近务工情况时强调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彭

璐）2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向业顺到清溪场镇、县工业园区、
县物流园区等地调研我县重点项
目复工复产情况。

向业顺指出，疫情防控是当
前的重中之重，复工复产关系着
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对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

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认
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项工作
的重要性，准确把握形势，坚定信
心决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
推动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复工复
产。

向业顺强调，各项目业主单
位和施工企业要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项目复工，在抓好防
控措施落实的前提下，有序推动
项目复工，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各要素保障部门要主动作
为，优化服务，积极协调解决项目
复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帮
助企业扎实做好防疫和复工复产
各项工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力争早日建成投用。

我县召开我县召开20202020年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年春耕生产工作会议

优化疫情防控举措 抓好复工复产
付强到中和街道调研时指出付强到中和街道调研时指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简
训）2月26日，县委常委、县政府
常务副县长付强到中和街道调
研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

付强先后到县委党校集中
隔离点、德邦·世纪滨江项目处、
朝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就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进行现场
调研。

就街道疫情防控及复工复
产工作，付强强调，当前，随着企
业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增加，疫
情防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要

明确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排查、
管控等工作；在重点排查的同时
要强化属事属地责任，综合统筹
利用县上的力量、社区的力量以
及网格员的力量；要适应新形势
下大数据和智能化管理的需求，
充分利用“渝康码”“渝快办”等
应用平台，做好信息统计；同时，
要按照关于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的相关要求，不断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意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再度发力，抓好复工
复产。

县政府召开第县政府召开第6969次常务会议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

国超）2 月 27 日，县长向业顺主
持召开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 69
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

了重点项目、行业等复工复产有
关事项汇报。

向业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更严更实
抓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区域和
特殊场所，严防反弹；要严格落
实防控主体责任，摸清底数，明
确思路，制定目标，积极对接新

的利好政策，为复工复产和恢复
经济社会秩序提供有力保障；要
抢抓机遇，积极发展新兴项目，
非特殊情况，在建项目和即将开
工项目要克服困难序时推进，相
关部门要做好政策保障和防疫
物资保障，推动全县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实现。

向业顺调研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情况时强调向业顺调研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情况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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