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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 刘友刚 摄影
报道）近日，工业园区（高新区）管委会携
手区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合川中心支行在
园区科技孵化大楼创客空间举行银政企
对接活动。特邀区内十三家金融单位、担
保公司业务经理和二十多家企业负责人
参加活动。

对接会上，区金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宣讲了我区“助企纾困”相关金融政策；
人行合川中心支行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
了金融服务港湾平台有关内容；5家参会
银行代表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猪八戒网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数字化金融平台及相
关融资贷款政策；重庆长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向工业园区（高新区）管委会
赠送了“融资服务及时雨、排忧解难贴心
人”锦旗，感谢园区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了
800 万元的“专精特新”项目贷款。各参
会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现场宣传金融知识、推介金融产品、服务
项目。

据了解，本次银政企对接活动是工业
园区（高新区）管委会“党建赋能·赶考亮
卷”行动助企纾困百日攻坚的内容之一，
旨在进一步推动银企合作，服务中小企业
发展，解决资金供求矛盾，降低融资门槛，
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园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工业园区（高新区）管委会开展银政企对接活动

进一步推动银企合作 服务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9月21日，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国
际物流枢纽园区，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
港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
约10.7万平方米，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成，正在进行市政环境配套工程及内
部安装工程。11月，堆场、仓库将达到使
用要求。

走进长江上游最大港口——重庆
果园港，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
一艘艘货轮停靠在码头，一座座橙色场
桥穿梭在堆场之间，精确地将集装箱

“抓”到货轮上……
2016年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果园港考察调研，叮嘱“把港口建设
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流的设施、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
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一带一路’
建设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服
务好”。

如今的果园港已开拓出全新的物流
格局——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等国际物流大
通道，从传统内河港口升级为长江上游
联通全球的“中转站”，货物可通达全球
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

“我们现在正瞄着推动果园港向着
内陆型开放口岸、国际物流枢纽和大宗
商品交易中心‘三合一’的现代化枢纽港
的目标全力冲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用踏踏实实的工作和实实在在

的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重庆
港务物流集团董事长杨昌学说。

果园港向西30余公里，重庆励颐拓
软件有限公司的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汽
车整车实际场景收集及仿真需求分
析。公司自主研发的计算机辅助工程
软件，让制造业企业提升产品研发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缩短试验周期、降低
研发成本，将助力我国在计算机辅助工
程软件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党中央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党的
二十大必将为自主创新注入更强劲动
力。”重庆励颐拓软件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李博说，“现在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更有底气加快掌握更多核心技术。”

合川区大石街道嘉陵江利泽航运
枢纽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
施工人员正忙着浇筑混凝土。作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之一，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建成后，可
渠化航道近30公里，有效提升嘉陵江通
航能力，并能提供清洁能源，每年水力
发电约3.2亿千瓦时。

“近日，右岸二期泄洪冲沙闸工程等
目标的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施工建
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重庆航运建设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大川说，我们一定会保质保量完成整
个工程，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国
家战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转2版）

巴渝儿女以奋勇争先的姿态，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
○新华社记者 李勇 赵宇飞

本报讯（记者 任洋 刘亚
春 刘鑫宇）秋风送爽，又逢重
阳。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孝老的优良传统，重
阳节前夕，郑立伟、姜雪松、程
卫、叶华等区级领导带队开展
2022年重阳节走访慰问离休干
部活动，通报我区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向离休干部送去节日
祝福和党的关怀。

9 月 26 日，区委书记郑立
伟带队前往合阳城街道，走访
慰问离休干部王继渊，为她送
去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并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

王继渊今年105岁，曾任南
津街小学教导主任，目前在家
休养。走进王继渊家中，郑立
伟与其促膝谈心，关切询问老
人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为老
人身体状况良好、生活作息规
律、心态乐观开朗感到高兴，为
其爱党爱国、崇尚文明、积极进
取、相敬相爱的良好家风点赞，
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老人
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郑立伟表示，老干部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合川经济
社会发展离不开老同志打下的
基础。全区上下要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切实营造
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晚年生活
更加安心、舒心、暖心。要进一
步做好老干部工作，多怀敬重
之心、多办务实之事，落实好政
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
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各项举措，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确保老干部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要向老干部虚心学习、
诚恳请教，从老一辈的事迹中
汲取前进的智慧、奋进的力量，
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尽心竭力
把合川的事情办好，把人民的
利益维护好，奋力推动合川各
项事业迈向新台阶。同时，希
望老干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
府工作，多为合川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区政协副主席莫智红，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9月26日，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姜雪松去到南津街

街道，看望慰问了离休干部胡少仁，为他送去亲切的关怀和
诚挚的祝福。

“胡老，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今天来看望您！”姜
雪松走进胡少仁家中，将慰问品和慰问金送到胡少仁手中，
并和他促膝交谈，亲切地话起了家常。今年94岁的胡少仁
于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
安排到龙市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工作，负责为华蓥山武装起
义提供经费、转移掩护从战场上下来的同志。新中国成立
后，他先后担任过原合川县人民法院审判员、龙市中学教
师、律师事务所干部，1986年3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县处级
待遇，现居住在赵家街涪江电力苑小区。

“胡老，现在身体还好吧，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交
谈中，姜雪松仔细了解了胡少仁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嘱咐
他要好好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长寿、家庭美满幸福。看到
胡少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姜雪松十分高兴。他表示，离
休干部为国家解放事业、国家建设作出过积极贡献，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街道要做好关爱老干部工作，
时刻关心关爱老干部，对生活中有困难的老干部，要及时解
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安度晚年。

区政协副主席陈颖，有关镇街、部门负责人参加。
9月 23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卫去到钓鱼城街道，

走访慰问离休干部曹学慧，向她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
祝福。

曹学慧今年党龄84年，1983年11月离休，下月即将年
满100岁。“曹老，最近身体怎么样？祝您重阳节快乐，也祝
您百岁生日快乐！”程卫为曹老送上鲜花和慰问品，关切地
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当了解到曹老身体状况良好、生活作
息规律、逻辑思维清晰、心态乐观开朗，而且每天坚持收听
新闻，关注时事、关心发展时，程卫对曹老为合川发展所作
的贡献表示感谢，祝愿她健康长寿！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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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罗洪）9月26日下午，
区委书记郑立伟前往区融媒体中心，专
题调研新闻舆论和媒体融合发展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厚植为
民情怀，加强队伍建设，练就过硬本领，
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新闻舆论引领性
和美誉度，进一步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讲好合川故事，发出合川声音，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达明参加调研。

郑立伟首先前往区融媒体中心新址
建设工地，实地察看指挥调度大厅、新闻
发布中心、演播室等各功能运作室建设
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功能
设置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强化
安全生产意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在保
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高质高效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区融媒
体中心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沟通交流，

确保各功能区设置满足媒体融合发展需
要，更好发挥主流媒体作用。

在区融媒体中心会议室，郑立伟主持
召开专题座谈会，与中心班子成员座谈交
流，认真听取新闻舆论和媒体融合发展工
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中心机构设置、干
部队伍建设、机制体制改革等情况。他指
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
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重要任务。我们党
历来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把新闻舆论
看做是我们党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当今的全媒体时代，新闻
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也对主流媒体更
好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区融媒体中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
向，切实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提高信
息传播的准度、广度、速度，增强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为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郑立伟强调，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
武装头脑，不断夯实思想根基，坚定政治
立场，筑牢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牢把准新闻舆
论方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赢得人
民群众信任。要提高新闻舆论引领性和
美誉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增强新闻舆论引导力和公信
力；创新传播方式方法，满足受众多层次、
多样化信息需求，增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和
影响力；加强新闻策划，精心选题、巧妙切
入、创新表达，推出一系列有深度、有温
度、有分量的优质作品和品牌节目，提升
媒体形象和美誉度。要提高新闻传播时
效性，建立高效管理机制，完善新闻采编
流程，确保快速精准传播新闻事实；把牢
政治立场，遵守新闻传播原则，确保新闻
真实性、权威性；扩大新闻传播覆盖面，既

当好党委政府的“传声筒”，也当好社情民
意的“采集器”，不断提升新时代新闻舆论
工作水平。要加强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机
构机制体制改革，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
健全奖惩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推动区融媒体中
心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地服务全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区融媒体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整合区级媒体资
源，优化采编业务流程，逐步形成了“两
报一网”“两微一端”“三号三台”的全媒
体矩阵。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区融媒体
中心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立
足党媒属性和融媒定位，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合川建设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思
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区委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参加。

郑立伟在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

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