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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尹昱
昀）3月7日，记者从区商务委获悉，我区
立足合川特色，对标先进水平，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运营、高水
平管理，通过六项举措量身定制打造消
费新场景。

据悉，我区按照北城定位购物娱乐，
南城定位文旅特美，东城定位旅游文化
的发展定位，统筹抓好城市功能环境打
造和文化内涵塑造，推进三江六岸城市
核心区滨水设施建设，全面推进滨水岸

线活化工程，加强沿线绿化，高质量打造
沿江水体景观廊道。

充分利用滨江岸线，打造文峰古街
——北辰拾光天街——豫丰纱厂三大商
业轴线，开发滨江休闲、文化娱乐、观光
旅游，打造集“滨江、文化、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黄金商旅乐玩滨江带。

引导文峰古街业态升级，助推盐仓
旧址建设盐业博物馆，支持会江楼、凌霄
阁等仿古建筑“老地标”加上“新颜色”，
焕发新活力，建设集文化展示、技艺见

习、定制体验于一体的“金丝楠木博物
馆”“美发博物馆”等网红新地标、新场
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塑造具有巴渝特
色的商文旅融合发展消费场景，打造市
级特色文化街区。

立足山水资源禀赋，加快北辰拾光
天街商业设施的现代化提质升级，提升
景观品质，展现街区颜值、气质、价值，汇
聚文创、艺术、美食、潮品、机车、创意集
市等时尚元素，推出多元、品质、融合的
消费地标，打造“必消费”的市级示范商

业街区。
提升豫丰纱厂、瑞映巷等街区，延续

街区和老旧厂房的建筑风格和文化脉
络，精雕细琢，塑造具有山城记忆和巴渝
特色的“后街支巷”特色消费场景，增添

“巴渝新消费”的独特魅力。
引导绿港·财富广场、重百等传统卖

场开展数字化营销并向精致社交、服务体
验、青年时尚综合体升级；加快推进久长
路步行街改造提升，成功引进重庆渝金凯
基商业公司利用久长路步行街闲置电影
院、原区城投（集团）公司办公楼5000平
方米进行提档升级，引进青年时尚主题
消费，打造合川青年广场，该项目将于今
年6月开业，聚力打造青年消费新场景。

合川量身定制打造消费新场景

官渡镇党委书记李辉表示，官
渡镇将深化“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
动，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以“稳进增效”主题年行动为抓手，聚
焦发展镇域经济和构建渠江生态经
济走廊，因地制宜将上级要求贯彻落
实到全镇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做强一主二优多支撑产业，加
快镇域经济发展。抢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机遇，支持永
迪公司聚焦高精特新，在医用海绵
生产上取得突破。围绕全区“一主
两辅”农业产业布局，在做强柠檬、
花椒上当好主攻手，在培育鹌鹑、蚕
桑、生态鱼等特色辅助产业上打好
组合拳。

瞄准民生弱项，提升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加快推进官渡镇中心卫

生院迁建，积极推动场镇露天管线
入地工作，力争互联网小镇落户官
渡并启动建设。跟进推动对外交通
规划和出镇公路建设，努力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着力构建流域经济，推进绿色
发展。与沿江沿线镇街抱团发展，
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文章。持
续推进河上湾湿地公园生态功能恢
复，依托断桥溪串珠成链，打造场镇
至渠江的生态休闲廊道。

坚持党建统领乡村振兴，答好
发展满意卷。以深化“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为抓手，围绕环境整治、
污染防治、乡村治理等重难点，锻造
培育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合川中答好官渡满意卷。

在现代化新合川建设中答好官渡答卷
——访官渡镇党委书记李辉

○记者 李文静

土场镇党委书记张光荣表示，土场镇
将以“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为引领，扎
实推进“稳进增效”主题年行动，立足“红色
福地·和美土场”目标定位，全力抓项目促
投资强产业，全力服务园区、企业、民生，加
快建设西部汽摩产业小镇、重庆文旅康养
名镇，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
贡献土场力量。

突出提质增效，做强主导产业。全面
配合区汽车产业发展中心强化“整零协
同”，大力招商引资，推动汽摩产业集群发
展。全力做好耐德工业、人才公寓等10余

个项目协建，促其尽早建成投产。积极支
持辖区10家传统铸造企业转型升级，不断
培育新的增长点。

突出融合发展，推进全域旅游。精心
编制全镇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持续提升庞
氏蓝莓庄园、派町动物园、锦艺生态园等景
区景点服务设施，加快银翔温泉城项目建
设，延伸拓展“杨柳之约”观光带打造，提升
万家岩——天顶寨子——孙家岗休闲健身
环线品质，建设重庆主城周末旅游目的地。

突出人民至上，答好民生答卷。推进
渝西高铁项目协建、蓝莓山旅游路升级改
造、场镇燃气管网改造及道路“白改黑”、天
然气下乡、自来水进村等15件民生实事；
持续推进中小学质量品牌和特色学校创
建，建设重庆教育高地；全方位统筹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试点工作，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奋力谱写“红色福地·和美土场”新篇章
——访土场镇党委书记张光荣

○记者 张敏

““稳进增效稳进增效””主题年主题年
———一把手话担当—一把手话担当

本 报 讯（记 者 曹国
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

日前，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等18个部门在全市
开展了“最美志愿者”“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最美志愿服务站（岗）”
宣传推选活动，经区县（部
门）推荐、组委会评审、媒体

公示等环节，共推选出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 200 个。其
中，合川5个典型上榜。

5 个典型分别是：合川
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志剑、
合川区中南小学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包文平、合川区嘉
涪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主任李远亮获评“最美志愿
者”；合川区景盛青年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获评“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合川区“康养
百年·银龄陪伴”关爱独居
老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2022年度重庆市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合川5个典型上榜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3 月 7 日上
午，全区国企领域专项巡察进驻动员会
召开。区委书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郑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部署，按照市委和市
纪委要求，持续强化国企领域党内政治监
督，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
治，大力提升国资系统运营监管水平，推
动全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郑立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开展国企领域专项巡察的重要意
义。要深刻认识开展专项巡察是助推国
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始终牢记“国
企姓党”，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
深入，自觉接受政治监督，用好巡视巡察
这把“利剑”，扎实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

文章”，进一步巩固国企支柱地位，助推
区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深刻认识开展专
项巡察是推动国企正风肃纪的重要举
措，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用好专项巡
察这一管党治党的利器，精准发现问题、
严肃反馈问题、督促整改解决问题，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巩固发展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国企正气充
盈、政治清明。要深刻认识开展专项巡察
是筑牢国企权力制约机制的重要保障，从
源头上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强化思想认
识，抓住关键少数，摸清国企权力运行情
况底数，推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
体系，努力让国企经营管理更加规范。

郑立伟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下功
夫推动国企领域专项巡察工作走深走
实。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查、从政治

上认、从政治上干，杜绝政治业务“两张
皮”，准确把握国企全面从严治党的阶段
性特征，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净化政治生
态，增强巡察工作的实效性。要聚焦此次
巡察的区国资委和9个国企的各自特点，
差异化开展监督，扎实做好巡前准备，在
坚守政治巡察要求同时，结合不同企业特
点，抓住3个重点，关注6个方面，精准发
现深层次、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实事求是、依规依法依纪办事的程度，决
定通过工作推动治理完善的效果，决定巡
察的公信力。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依规依
纪依法相统一，做到定性准确、依据正确，
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和简单化、表面化。

郑立伟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进一
步提升国企领域专项巡察监督治理效
能。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强化通报曝光、

及时咬耳扯袖，真正达到查处一件、震慑
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要对发现的问
题、查办的案件深入分析成因、查找制度
盲区、权力风险点和监督薄弱环节，提出
解决国企领域制度漏洞管理、管理痼疾、
作风积弊的具体意见，实现监督体系和
治理体系的有机贯通。要深挖细查原因
症结，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深化“以案四
说”“以案促改”，深刻反思查摆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以自我革命精神的高标准严
要求推动巡察整改落地见效。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周道君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曾荣，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何川，区政府副区长魏晓
涛，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郑立伟在全区国企领域专项巡察进驻动员会上强调

以巡促改 以巡促建 以巡促治 推动全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3月6日

上午，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洪斌率队
到我区龙市、肖家等镇走访调研。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姜雪松陪
同调研。

当天，张洪斌一行首先来到肖
家镇新学村，参观了卢作孚先生祖
屋、十皆院子等地。张洪斌说，合川
区是卢作孚先生的出生地，见证了
他的成长求学以及最初创业的宝贵
经历，要做好文化挖掘、研究等工
作，进一步弘扬好卢作孚精神，助力
民营经济发展。

在全国“四好”商会——龙市镇
商会，张洪斌认真察看商会办公场
所、规章制度等，听取商会自身建
设、会员企业发展等情况介绍，张洪
斌对龙市镇商会取得的工作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商会要继续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当地会员
企业增强责任意识，促进行业自律，
规范行业发展；要饮水思源积极回
报社会，在帮扶弱势群体、关爱留守
老人和儿童、抢险救灾、捐资助学等
方面继续深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商会会员要做好自己企业的
事、办好商会的事、关心家乡的事，
共同为家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在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成员企
业——重庆市凯鸿食品有限公司，
张洪斌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
交流。张洪斌鼓励企业要持续抓好
产品质量，对关键工序进行不断改
进和提高，从而提升产品竞争力，扩
大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张洪
斌强调，市、区工商联作为民营企业
的“娘家”，要强化服务保障，创优营
商环境，突出用户思维、客户体验，
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为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姜雪松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张
洪斌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
市工商联一直以来给予合川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合川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为民营
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真心实意
为民营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
困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用真招实策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希望市工商
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合川，助力合
川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范
文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立，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
席谭佳庆，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
龙市镇、肖家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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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镇湖塘村于2020年在
撂荒地上开垦出50亩地，春季
种植高粱、玉米、大豆，冬季种
植青菜头、油菜等，以此壮大集
体经济，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就青菜头而言，
目前亩产稳定在1.5吨左右，每
年产值约7万余元。图为村民
们收割青菜头。

记者 罗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