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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赋能智能化智能化：：

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的福利来了！昨
日，市人力社保局举行重庆市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2019～2021）新闻通气会。记者
获悉，全市将在3年内开展各类政府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150万人次，筹集近30亿
元用于技能提升行动。其中，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有五种申报和发放方式。

今年培训40万人次
目前，全市技能劳动者达360万人，占

全市就业人员总量的21%，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1.9个百分点。其中，高技能人才99.7
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27%，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0.9个百分比。

“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还不能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就是要加大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市人

力社保局副局长谢辛介绍，全市将在3年
内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0万人
次，今年培训40万人次。其中，筹集近30
亿元用于技能提升行动。

通过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三年的努力，
力争到2021年底全市技能劳动者占就业
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左右、高技能人
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0%左右。

确定培训重点
谢辛介绍，此次行动确定了将企业职

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
初高中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
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
贫困家庭子女作为培训重点。同时，围绕我
市大数据、智能化新兴产业和家政、养老、人
力资源等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健全急需紧
缺职业和15个新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对于谁来培训，谢辛表示，推动职业院
校扩大培训规模，支持企业设立职工培训
中心，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支持企
业和院校共建实训中心、实训基地。支持

社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
此外，全市现有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629家，是一支重要的培训力量。发挥政
府引导激励作用，支持地方调整和完善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
参加培训并获得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还有补贴
此次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有以下5种

申报和发放方式。
一是对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劳动力、

“两后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下岗失业
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残疾人开展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对高校毕业生和企
业职工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贫困
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

“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
员，在培训期间按规定通过就业补助资金
同时给予生活费补贴。

二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参加岗前培
训、安全技能培训、转岗转业培训或初级
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培训，

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或参保职工技能
提升补贴。职工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的，给予企业每人每年4000元以上的职业
培训补贴，由企业自主用于学徒培训工作。

三是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
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并开展以工代训，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
以工代训的，给予一定期限的职业培训补
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

四是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常
住地、求职就业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培训合格证
书等）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原则
上每人每年可享受不超过3次，但同一职
业项目同一等级不得重复享受。

五是对贫困劳动力、去产能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可开展项目制培训。
对企业开展培训或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制培
训的，可先拨付50%的补贴资金。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30亿元！我市发布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5种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你必须了解

陕西路43号房屋的住户和业主：
陕西路43号房屋朝陕西路人行道侧的外挑阳台存在安全隐患，经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现场查勘并

出具书面报告（编号：002补P4101001805534A1D），陕西路43号房屋的阳台挑梁已经丧失安全承载力，存在垮塌的
风险，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和住用安全。一旦阳台垮塌造成人员伤亡，您作为房屋的产权人或实际使用人，明知隐患
而不排危治理，事发后将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朝天门街道已于2019年6月26日向各位住户和业主送达了代
为履行应急排危知情同意书，为避免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朝天门街道决定代为履行应急排危义务。望产权人、承租
人高度重视存在的安全隐患，积极配合应急排危工作，以免造成严重后果。现将应急排危措施告知如下：

拟对陕西路43号房屋朝陕西路人行道侧的外挑阳台实施整体拆除，封堵门洞后重新安装铝合金窗，采用6+9+6
隔热玻璃，窗洞尺寸按原内墙尺寸予以恢复。

渝中区人民政府朝天门街道办事处
2019年8月7日

陕西路43号房屋住用安全隐患应急排危通知

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天湖美镇社区金
科东方雅郡小区，住户如果错误投放了易
腐垃圾，工作人员采集后，数据会实时传回
后端的垃圾分类智慧系统。

记者日前了解到，两江新区打造的这
一垃圾分类智慧系统，不仅可直观了解小
区、社区和街道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
还能知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环节的实施
情况以及重难点，从而为相关工作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

数据实时发回平台系统
近日，记者在东方雅郡小区了解到，该

小区自2015年10月开始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以来，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已达90%
以上，如今许多业主出门时，已习惯将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

在小区大门口附近的几个分类垃圾桶
旁，27岁的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站工作
人员王女士正拿着手持终端，对住户投放
的易腐垃圾进行辨别和扫描，“投放的易腐
垃圾包装袋上有二维码，每个二维码关联
一家住户。”她介绍。

记者注意到，在扫码时，若住户投放正
确，王女士会在手持终端按下正确的相应
按键，以此给住户积分；如果投放不正确，

也会填写相应原因，“我收集的数据会实时
发回与终端连接的平台系统，数据叠加，整
个小区易腐垃圾投放的准确率和投放难点
就都知道了。举个例子，每位住户每天都
要产生垃圾，关联的住户如果连续几天都
无相应数据，那么就能据此判断，住户有没
有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中来。”

实现垃圾投放源头可溯
王女士所说的平台系统，是两江新区

城市管理局打造的垃圾分类智慧系统。
记者在两江新区智慧城管监控大厅，

看到了正处试运行阶段的垃圾分类智慧系
统：在大屏幕上，显示有天湖美镇社区的垃
圾分类覆盖率统计、参与率统计、办卡率统
计，还有垃圾减量统计以及正确率统计等。

“除了小区、社区，还能看到两江新区所

有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发展态
势。”平台承建方中煤科工重庆研究院、重庆
暄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系统通过智能技术手段实施垃圾分类投放
质量及回收管理的数据收集和传输，实现垃
圾投放的源头可溯和分类行为的平台管理。

为分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生活垃圾分类数据的有效收

集、存储，横向可了解各街道的工作推进情
况，纵向可分析垃圾分类各关键环节的实
施情况，从而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两江新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实现垃圾分类投放、运输的
过程监管，保障落实源头分类投放、全程分
类收运和分类处置。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朱婷 李化 摄影报道

两江新区打造垃圾分类智慧系统
能知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也能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今年
以来，全市持续深入推进城市管理“马路办
公”，工作重心也由普通问题向难点问题转
移。截至7月20日，全市城管部门开展“马
路办公”出动人员14.4万人次、开展巡查
4.7万次、发现问题6.9万个、整改问题6.7

万个、解决热点难点问题1626个，解决了
一大批影响市民工作生活的突出问题。记
者昨日来到江北区石马河灯盏窝片区和渝
北区观月大道采访，了解整治情况。

石马河立交片区是江北区城市管理多
年来未攻克的顽疾，今年3月以来，江北区

城管局将该片区周边环境整治列入“马路
办公”专项治理重点，通过开展全面清理占
绿种菜、除渣保洁、整治违法建筑及乱搭乱
建等工作，使片区面貌有了根本改变。

通过“马路办公”，江北区上半年工作
呈现出良好局面，累计清除暴露垃圾1947
吨，清理占道摊点6507个，整治绿地面积
360万平方米，城市绿化更靓丽。

记者在渝北区观月大道看到，道路干
净整洁，市容秩序良好。渝北区城管局相
关人士介绍，此前观月大道存在市容秩序
混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渝北区领导
带头“马路办公”，破解城市难题。经过整
治，目前313户占道经营和游摊违规设置
的亭棚伞已全部拆除，拆除面积12000余
平方米。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李化

“马路办公”治理城市脏乱差顽疾

今日，“智慧行千里，美好致广大”中国
电信5G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仍在如火如
荼的进行。

28岁的王先生是健身教练，加入重庆
电信的“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后，还推荐
女朋友加入活动。王先生说，这个活动对
女朋友改变非常大，两人有了更多话题，增
进了彼此感情。而家住渝北区某小区的陆
小姐加入活动后，在夜跑中认识了李先生，

“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真是太有缘分了！”
7月10日至8月27日，参与者在“中

国电信重庆客服”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
“5G公益行”，或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搜索
“5G健康公益行”，即可进入活动小程序参
与活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中国电信健康公益万里行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 实习生 刘珂辰）今天是“七
夕”，却难见“鹊桥”。市气象台预计，受高
空槽和低涡影响，6日夜间至7日夜间多雷
阵雨天气，降雨较强，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
地区有暴雨，局地伴有阵性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

天气预报
今天：大雨转中雨，25℃~30℃。明天：

阵雨，25℃~31℃。后天：阵雨转阴天，26℃
~32℃。

“七夕”有雨难见“鹊桥”

“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群众投票
工作5日圆满结束。

活动自6月中旬启动，最终722名先进人
物入选“最美奋斗者”群众投票候选名单。
截至8月5日24时投票结束，参与投票人
数超1.15亿，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移动客户
端“最美奋斗者”相关新闻报道阅读量超过
3亿次，新浪微博话题参与量超过2.9亿次。

活动组委会将根据群众投票情况，经
专家投票、部门审核、媒体公示等，最终评
选出“最美奋斗者”获奖人选。 据新华社

1.15亿群众投票
评选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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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921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8月6日

红色球号码
24 21 32 10 29 07

蓝色球号码
1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091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2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2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0 0 6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09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8 5 5 1 8 7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