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驶在合川境内的动车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合川铁路项目
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火车站站前广
场、站前大道以及火车站公交枢纽建成
使用，合川综合物资配送中心（合川高阳
铁路货运站）开工建设……经多年的不
断完善，合川的城市形象在人们眼中越
来越清晰。

地处重庆西北的合川，遂渝铁路、兰
渝铁路、襄渝铁路穿境而过，在合川大地
上划出一个大写的“Y”字。铁路成为了
合川发展对外经济的命脉，也成为全区

人民与各地往来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
一。

去年 1 月 18 日，总投资约 2 亿元的

火车站站前广场正式投入使用，站前广
场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一栋负
二层建筑构成，负一层设置有公交换乘

枢纽站，负二层为停车场，顶部广场有绿
地景观并与火车站水平，是合川城市形
象的展示窗口。

去年1月28日开工建设的合川综合
物资配送中心（合川高阳铁路货运站），
占地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4.9万平方米，将设置长大笨货物堆场、
金属及建筑装饰材料中转区、站台货物
仓库、零星货物仓库等，建成后每年货物
中转量预计达 170 万吨。目前，已完成
施工形象进度的 35%，预计今年下半年
将建成投用。

去年 8 月，总投资约 1.8 亿元的火
车站站前大道全线贯通运行。站前大
道 起 于 江 城 大 道 与 南 园 路（区 水 利
局）交叉口，止于高阳花园还建房，全
长约 1.8 公里，道路设计宽 24 米、双向
4 车道。火车站站前大道作为连接合
川城区、东渡片区至火车站的重要道
路之一，将渝武高速两侧的合川城区
和火车站片区有效衔接，对于促进火
车站片区的发展和方便市民的出行、
完善城市路网结构等具有重要的作
用。（下转3版）

乘着火车追逐“诗和远方”
——我区铁路项目建设小记

2019交通建设亮点回眸系列报道之三

记者 魏鑫 文/图

本报讯（记者 任洋）昨日，记者从区
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等18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了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重庆西部片
区”等 11 个片区榜上有名。据了解，重
庆西部片区包括重庆 9 个区，我区名列
其中。

重庆西部片区具体包括合川区、荣
昌区、潼南区、大足区、铜梁区、永川区、
璧山区、江津区和巴南区，面积约15323
平方公里，片区将重点围绕“建立城乡有
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
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

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制度；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搭建城
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等五项试验任务，
扎实推动试验落地见效。

据悉，试验区试验目标是在 2022—
2025年，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
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乡有序流
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的
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
交易制度基本建立，农村持续增收体制
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
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试验区的引领示
范带动效应充分释放，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措

施。
“纳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

合川在城市提升、乡村振兴、城乡要素
流动交换等方面的发展带来机遇。”区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为此，区发
展改革委将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对照
试验区 5 项试验重点任务，结合我区实
际，一是健全城乡统筹规划。科学编制
十四五规划，强化城乡一体设计。树立
城乡一盘棋理念，突出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统筹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实现

“一张蓝图”管理。构建促进城乡规划
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
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抢抓政策机

遇。充分利用合川纳入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机遇，争取深化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农村各类资产抵押担保
融资等先行先试，争取城乡融合发展专
项资金、城乡融合发展典型项目专项债
券等资金保障，争取在分配城乡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规模时倾斜支持。三是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合
川区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农民进城、进
镇落户。围绕提升城镇“两个承载力”
（空间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增强“三个
吸引力”（宜居方便的吸引力、医疗教育
等社会服务的吸引力和城市文化的吸
引力），将我区潜在的人口承载力转化
为现实的人口聚集力。

我区入列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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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
近日，太和镇晒经村举行 2020 年“迎新
春·庆丰收·分年猪”村民大会，1100 多
位村民齐聚一堂，欢天喜地分猪肉、话
发展，共享扶贫惠民成果，迎接新春到
来。

当天上午，太和镇晒经村冻库小广
场人山人海，喜气洋洋。广场上，舞蹈

《热情桑巴》拉开了活动的帷幕。太和镇
相关负责人和村民们共同回顾了晒经村
2019年的发展成果，该村十大脱贫标兵
受到了表彰。此次活动一共杀了15头年
猪，准备了2500多公斤猪肉。每一户村
民都领到了两公斤多猪肉和一袋花椒，
大家兴高采烈地拿着领到的年货，欣赏
着精彩的文艺节目，整个广场上洋溢着
新年丰收的喜庆氛围。

“今天运气好，分到一个将近10公斤
重的猪脑壳，够吃好几天了！”今年72岁的

徐朝洪是该村9组村民，在村民
大会上，通过抽签分到了一个
猪头。提着沉甸甸的猪头，他
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过年
了，有猪肉分，心情当然好了！感谢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哦！”该村4组村民苏元秀拿着
猪肉高兴地说。

据了解，2019年，晒经村完善了基础
设施，形成了集体、村民、业主三方合作
机制，扶贫产业喜获丰收，出产花椒15万

公斤，注册的“太麻佬”花椒品牌，通过线
上线下同步销售，销售额达253万元。带
动群众务工增收 100 余万元，96 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 1.2 万元，村集体收益达到
100万元，太和镇也荣获了2019年重庆市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三变”改革和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该镇党委
副书记郭鹏飞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全镇
干部群众将团结一心，奋力前进，在继续
做好产业发展的同时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让广大村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朝
着幸福晒经昂首前行。

太和镇晒经村

分年猪 迎新春 共享扶贫惠民成果

为村民发放猪肉

村民代表排队领取猪肉和花椒

本报讯（记者 王利）昨日下午，区
委副书记、区长徐万忠主持召开全区招
商引资、一季度开工项目调度会。徐万
忠要求，全区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为动力，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积
极招大商优商、以商招商，集聚发展新
动能；要下沉一步抓落实，事项化、清单
化推进项目开工建设，努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助推区域中心
城市建设。

会议听取了在谈项目及签约项目
推进情况、一季度拟开工项目情况汇
报。各责任单位就具体项目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作了补充汇报。

徐万忠指出，合川建设区域中心城
市，必须首先抓好招商引资工作，集聚
更多优质产业资源，进一步增添发展新
动能。工业方面，要特别注重引进总部
型企业、外资企业及规模化研究机构，
提升以商招商水平，加速产业资源集
聚；教育方面，要主动为优质教育资源
落地合川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在合高校
提质升级；商贸方面，要研究激励政策，
鼓励支持高端时尚消费品牌入驻，推动
消费品牌升级；文旅方面，要借助专业
运营团队力量，导入更多产业资源，努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徐万忠要求，今年的工作重点在项
目，要将项目的落地落实摆在首要位置
抓紧推进。分管领导、责任单位春节前
要召集新签约项目的投资方开推进会，
锁定项目时序、人员分工等内容，事项
化、清单化加以推进。落实区委十四届
十次全会要求，立即着手推进东南亚水
果、水产品和俄罗斯木材进口分拨中心
建设。把握春节节点，向关心支持合川
发展的上级部门、企业家等致以节日问
候，做好宣传联络工作，为我区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营造
浓厚氛围。

区领导程卫、李云芬、张宏、陈皎、
蒋定平、刘良金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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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1月10日下午，区残联相关工作人员
来到合阳城街道残疾人杨世能家，为他送出我区第一张第三
代残疾人证（智能化），同时为其送上大米等慰问品。

“这个证像身份证一样，方便携带，还不容易破损，比以前
那个证好多了，真不错！谢谢你们！”当天，拿到第三代残疾人
证（智能化）的杨世能仔细端详着手上的新证件，由衷发出了
感慨。他说，原来的残疾证带着很麻烦，遇水又容易烂，现在
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新证跟身份证大小差不多，正面
右下角还有二维码，扫一下就能自动识别身份信息，使用起来
非常方便。

据悉，第二代残疾人证为纸质证件，具有易磨损、易仿造、
不便携带保管、信息采集不易等缺点。相比第二代纸质残疾
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内部封装智能安全加密芯片，
安全性更高、存储信息量更大、保存时间更久、应用场景更多，
且按照“统一身份编号、统一标识设计、统一基础信息、统一服
务功能、统一密钥体系、统一卡片选型、统一证卡管理”和严格
遵循残疾人自愿、一定时期内第二代残疾人证与第三代残疾
人证（智能化）证卡并用的原则，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残
疾人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自去年11月我区启动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换发工作
以来，第一批562张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现已全部办理妥
当，将在春节前全部发放至残疾人手中。第三代残疾人证（智
能化）有助于打造“互联网+残疾人服务”平台，不仅为开展残
疾人身份识别、残联业务智能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等多应用融
合服务提供了载体，给残疾人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能更
好地保护残疾人隐私和维护残疾人的尊严。

首批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启用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供精准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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