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8 日，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大学生在

招聘会现场进行求职。当日，由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主办，重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承办的重庆市 2021 届普

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商贸流通类专场）在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大学城校区举行。

本次招聘会 160 家企业参与，为毕业生提供

了涵盖商贸流通、餐饮旅游、财会金融、文化传

媒、印刷包装、广告设计、信息技术等共计 5200

余个岗位，吸引了约 3000 名学生到场应聘。

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

近日，记者从广西南宁市人社局

获悉，在南宁企业公益性岗位专场招

聘会上，23家企业面向有就业愿望的

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家政服务员、月

嫂、后勤服务、面点师、保洁等 1284

个岗位，月薪最高 1万元。

今年以来南宁市积极推出一系

列稳岗政策，包括鼓励南宁企业开发

公益性岗位。这些公益性岗位优先安

置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人员，并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用人

单位一定的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专场招聘会上，南宁 23家企业

公益性岗位计划招 1284人，岗位信

息表显示，企业招聘的岗位主要包括

服务类和家政类，如保洁员、后勤服

务、协管员、绿化员、保安、月嫂、水电

工、勤杂工、厨师等。此外，还有培训

类岗位，如文员、培训师等。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招聘对象

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愿望的、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经南宁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登记失业且认定的就业困

难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社厅和财政厅有关通知，对于

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

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

人员，可以再次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

安置。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

重新计算。

据南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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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唱好“双城记”建设“经济圈”

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川渝又签多个合作协议

西部媒体看贵阳贵安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1月 18日，“十三五”成就巡礼

“融入陆海新通道 迈向城市大能

级———西部媒体看贵阳贵安”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在贵阳启动。本次采访活

动为期三天，来自中央、西部的全国

重点新闻网站，国内主要商业网站、

贵州本地媒体的 50余名新闻媒体记

者参加。

本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由贵阳

市委宣传部、贵阳市委网信办主办，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和腾讯网承办，集

中采访为期三天。采访团将前往奇瑞

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满帮集

团、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前

店后仓保税在线、都拉营国际陆海通

物流港、贵阳市保税广场、贵州大数

据展示中心、贵安综合保税区、贵安

高端装备产业制造产业园、贵阳农投

集团清镇骆家桥蔬菜基地、清镇市现

代物流配送中心等地，感受贵阳、贵

安的发展脉动。

本次活动的参与媒体将运用图

文、视频、动画等形态，全渠道展示

“十三五”期间贵阳、贵安践行新发展

理念，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推进贵阳贵安加快融合发展，建

设大能级城市方面的举措、成效；展

示贵阳、贵安践行大扶贫、大数据、大

生态三大战略，奋力打造西部地区重

要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

地、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成效。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作为贵

州的“火车头”和“发动机”，贵阳不断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贵阳贵安加快融

合发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

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经济运行健康

平稳，保持高速增长，连续 4 年荣获

“中国最佳表现城市”称号。2019年，

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4000 亿

元，达到 4039.6亿元，增长 7.4%，经

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

前列；今年前三季度，贵阳市完成

GDP2909.86亿元，同比增长 3.7%，经

济总量和增速均排名贵州首位。

□本报记者 吴文俊

广西南宁 23 家企业
公益性岗位招 1284 人

月薪最高 1万元

11 月 18 日，在四川省

内江市首届退役军人就业

双选会上，退役军人正在咨

询就业信息。

当日，为帮助退役军人

实现多渠道、多行业、多岗

位就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首届退役军人就业双

选会，174 家来自北京、广东

等地的央企和优质大型民

营企业共提供近万个就业

岗位，吸引众多退役军人到

现场咨询、应聘。

特约记者 兰自涛 摄

重庆高校毕业生双选会

余个岗位供选择

四川内江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家企业提供近万岗位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党中央着眼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关

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和川渝两省市党委政府部署要求，

连日来，四川省人社、教育、公安、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主动作为，与重

庆市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

推动川渝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为做好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工

作，建设西部教育高地，打造优质营

商环境，积极助推成渝双城成为世

界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和创新创

业乐土，近日，重庆市人社局、重庆

市教育委、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教

育厅四家单位在重庆联合签署了

《川渝地区关于促进外国留学生创

新创业的框架协议》，重庆市教育委

与四川省教育厅签署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教育对外开放协同发展

执行协议》。

重庆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近

日在渝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警务合作框架协议》。川渝两地

公安机关将主动作为，大力深化在公

安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打击犯罪、执

法办案、警务资源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着力构建“区域发展、平安建设、最强

服务、系统协作”四大警务合作共同

体，着力提升护航“经济圈”建设的战

略牵引力、协同共治力、政策推动力和

发展支撑力，为两地群众带来实实在

在的发展红利，为服务双城经济圈建

设贡献公安智慧和力量。

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和重庆市市

场监管局近日签署计量工作领域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川渝地

区推进市场监管体系一体化的总体

框架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产

业发展特点，进一步深化计量工作

领域合作，开展计量发展规划编制、

建立计量测试技术联盟、实现计量

结果互认、组织计量监管和比对、实

施人才和技术资源共享，联合推进

形成开放、有效、联动、高效的计量

领域合作互认机制，持续优化川渝

地区营商环境，联手打造内陆计量

服务高地，助推川渝地区计量工作

整体能力和水平步入全国前列。协

议明确了八个方面重点任务：编制

计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联合建立产业计量测

试技术联盟、实施计量器具型式批

准行政许可“跨省通办”和结果互

认、实施强检计量结果互认、实施法

制计量联合监督抽查、联合组织计

量比对、实施计量考评资源共享、联

合制修订川渝计量技术规范。

川渝生猪创新团队经多次协商研

究，近日在成都市召开交流座谈会，并

签署《重庆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

团队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

川生猪创新团队战略合作协议》，建立

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长期稳定的合作

机制，确定了通过资源、信息共享，共

同开展项目实施、技术推广，围绕成渝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开展调研等

方式，开展合作。为川渝两地生猪创新

团队更好地交流搭建了桥梁，为服务

于两地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更好

的平台。

□本报记者 赵蝶

“成渝文旅新地标”五大榜单揭晓
四川广元朝天区获多项殊荣

文以城而兴，城以旅而名。11月

18日，“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颁奖典

礼暨成渝文旅发展交流活动在成都市

双流区举行，活动现场，“成渝文旅新

地标”五大榜单逐一揭晓，四川省广元

市朝天区获多项殊荣。其中，朝天曾家

山景区荣膺“成渝潮流新地标”，明月

峡景区荣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

标”，曾家山滑雪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地荣膺“成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广

元朝天区凭借生态资源禀赋，擦亮了

文旅地标品牌，努力创建天府旅游名

县。

据介绍，广元市朝天区素有“秦蜀

锁钥”“川北门户”之称，享有“栈道之

都、养生天堂”之美誉，是巴蜀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是先秦古栈道文化的集

中展现地和中国蜀道文化、三国蜀汉

文化的核心走廊，先后创建为省级旅

游度假区、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县区，被评为“中国十佳田园美

邑”、全国百佳红叶观赏地、全国百佳

深呼吸小城，并成功入选天府旅游名

县候选县。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旅游兴区’

发展战略，把旅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

的支柱产业，积极探索‘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互融互促新路径，以景区

建设为支撑，集中力量打造了 4个国

家 4A级、3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为

打造文旅地标品牌提供了坚实的支

撑。此外，我们还引进了一系列大项目

落户朝天，这些项目的建成，必将推动

朝天区的文化旅游再升级，再提质，进

一步擦亮文旅地标品牌。”朝天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朝天还将进行

“两大目的地”建设：建设国内著名的

山地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主要是打

造曾家山国家级山地生态康养旅游度

假区，发展避暑、滑雪、山地马拉松、山

地越野跑、攀岩等山地运动新业态；建

设国际知名的大蜀道文化旅游目的

地。借力全省“大蜀道”文化旅游品牌

打造，深度挖掘明月峡栈道文化、金牛

古蜀道文化、三国蜀汉文化、中子铺细

石器文化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麻柳刺绣的文化内涵，实现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

“文旅新地标，融合赢未来。现

如今，朝天正在积极争创天府旅游

名县，这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

金字招牌，也是朝天实现贫困山区

文化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

机。”在天府旅游名县创建过程中，

朝天区遵循文化旅游事业与产业相

统筹、保护与利用相协调、融合与创

新相结合、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原

则，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和合

共生的理念，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充

分释放文化和旅游产业活力，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助推全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今

年 1—9月，该区接待游客 532.31 万

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36.02亿元。

□张敏 本报记者 魏彪 刘仁喜 文 /图

四川省巴中市土地储备中心
到扶贫村宣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土地储备中

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帮扶干部深

入帮扶村通江县沙溪镇学堂山村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

在学堂山村委会，巴中市土地储

备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靖一行人

与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队员和

党员、群众代表等座谈交流，认真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指

导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准备工作。

杨靖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的重大意义、重大成果、重大部署，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三农”工作和

未来县域、乡村发展等热点问题，结

合扶贫村发展实际，作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他强调，一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学习贯

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二

要深入思考谋划学堂山村未来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与做好脱贫攻坚等当前各项工作统

筹结合起来；三要深入挖掘脱贫攻坚

成效，制定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助推

乡村振兴。

宣讲会后，杨靖一行又进行了走

访调查，入户宣讲全会精神、讲解脱

贫攻坚政策、了解生产生活状况等；

继续深入产业园、传统古村落开展脱

贫攻坚实地调研，进一步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彭珊珊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