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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街道党工委书记郑东表示，
2023年，大石街道将深化“党建赋能·赶
考亮卷”行动，认真贯彻落实“稳进增效”
主题年行动工作部署，以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为抓手，扎实推进“奋进大
石·魅力新城”建设步伐，大抓发展、抓大
发展，赛马比拼、勇争一流，以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当好“三个务必”的答卷人。

围绕打造特色产业高地，抓存量，做
大做强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家具生产等
主导产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竞
争力；抓增量，举行招商引资恳谈会，坚
持“走出去、引进来”，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以高效的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
户；抓化解，攻坚克难，分类施策，切实解
决影响发展的遗留问题。

围绕打造休闲旅游高地，贯彻“全域
旅游”理念，以嘉隆西海为龙头，推进盐卤
温泉资源旅游开发，完善百丈桃园休闲度
假区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
推进香提多葡萄、优质柑橘、大石新米、大
石大虾、枇杷等特色农业品牌建设。

围绕打造幸福宜居高地，打造“说大
实话·做大实事”基层微治理品牌，利用
智能化、科技化手段加强网格化管理。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弱电入地和雨污分
流项目建设。加强民生保障，狠抓安全
生产，全力保障辖区平安和谐稳定。切
实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嘉陵江
利泽航运枢纽二期工程、西环线、疆电入
渝和潼深8井勘探等项目协建工作。

奋力书写“奋进大石·魅力新城”建设高质量答卷
——访大石街道党工委书记郑东

○记者 刘鑫宇

古楼镇党委书记陈仕春表示，古
楼镇将以“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
为引领，深入实施“稳进增效”主题年
行动，推动“枇杷之乡·田美古楼”提
档升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合川贡献古楼力量。

立足资源禀赋，夯实产业基础。
围绕4万亩枇杷核心种植区，抓枇杷
标准化生产，改良品种1800亩，补植
枇杷1800亩，实施药水肥一体化600
亩；抓网格管理提升品质，通过网格
宣传、指导、培训等，推动镇村示范片
（点）建设；抓市场开发扮靓品牌，研
发推广枇杷膏、酒、花（叶）茶、冻干、
果干等产品，进一步推进枇杷全产业
链发展，争创枇杷国家地理商标。结
合辖区千年古刹净果寺、南北朝“天
子墓”、千亩红枫林、千亩香樟林、枇
杷生态动物园等资源打造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乡村产业兴旺新业态。
推进乡村建设，补齐发展短板。

坚持惠民有感，对照民生需求，补齐
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区域性道路、水
利设施建设。做好红枫路环线、古中
路二期、火芭路提质改造，实施古楼
水厂改扩建、三峡移民后扶、南溪河
古楼段综合治理、天子摇金应急抗旱
供水、高标准农田项目，完成东风水
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续
建、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协建工程。

注重生态环保，守护绿水青山。
强化露天焚烧管控，做好辖区“一江
（嘉陵江）两河（南溪河、骑龙河）两库
（东风水库、白岩水库）”管理。实施
1000亩土地整理整改、4500亩土地整
治等推进耕地保护，争取资金1680万
元实施两个村人居环境综合改善工
程；统筹推进村级垃圾转运点建设。

全力推动“枇杷之乡·田美古楼”提档升级
——访古楼镇党委书记陈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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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询）3
月 9 日，记者从区妇联获
悉，合川区“兰姐工作室”荣
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据悉，合川区“兰姐工
作室”创立于 2021 年 3 月，
是区妇联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群团工作
和群团改革、关于妇女和妇
女工作等重要论述，积极参
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为民
服务品牌。该工作室以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核
心，以情感调解为主线，以
化解婚姻家庭矛盾为抓手，
开展投诉受理、关系调适、
心理疏导、法律援助、隐患
评估、困难帮扶、法治宣传
等服务。探索在镇街、村
（社区）等基层妇联组织设
立兰姐工作站点，努力构建
以区妇联为中心、30个镇街
妇联、419 个村（社区）共同
参与的服务网络。

合川区“兰姐工作室”
开设婚姻家庭指导、夫妻关
系调适、困难妇女法律援助
等服务，接待子女教育、家

庭暴力、离婚投诉等多个类
别的来电来访咨询。同时，
总结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多
年经验，抓实特色调解，带
动“小兰姐”们，把妇女儿童
的合法权益维护、法治宣传
工作和关爱帮扶做细、做
实。对接专业调解力量，搭
建1名金牌调解员+N名妇
联干部+N名心理学及法律
专业等专家组成的维权咨
询服务队伍。建立“5 个服
务”机制，明确工作室职能
职责，实行首问负责制。

合川区“兰姐工作室”
织密妇联维权服务网，有
计划实施基层妇联干部业
务培训；实行年轻干部“接
访1+1”，传递维权接力棒；
着力学习效果，以典型调
解案例和情景模拟为教学
模式。合川区“兰姐工作
室”成立以来，通过开展维
权案例解析交流、家暴案
例处置情景剧，开展民法
典专题培训、家庭教育促
进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主
题讲座，组织“小兰姐培
训”5 期，接待群众来电来
访200余件次。

合川区“兰姐工作室”
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本报讯（记者 周云）3 月 8 日上午，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刘涛一
行来合调研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 年先行试点工作及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等工作。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区长姜雪松，市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莫杰参加。

刘涛一行先后去到区农村经济指导
站、大石街道柿子村、钱塘镇大柱村，实
地调研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工作开展情
况，分别听取了柿子村、大柱村土地延包
工作情况，对我区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及
土地延包试点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
出，合川区工作扎实、全面、实事求是，为
土地延包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探索
出了宝贵的解决方法和经验。刘涛强
调，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村土地承
包管理水平，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质
效；要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
不搞“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要以
本次试点工作为契机，多探索、常总结，
提炼工作亮点和经验，加快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模式。

调研中，姜雪松向刘涛一行介绍了
我区土地延包试点工作整体开展情况及
下步工作安排。他强调，要稳固确权登
记颁证成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健全
完善确权登记制度，并做好与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的衔接。要稳步建设延包管
理平台，创新工作手段，完善信息化服务
体系，打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业务
管理一条链，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移动端
服务，实现审批业务规范化、及时化、标
准化。要稳妥扩大延包试点范围，总结
提炼先行试点村经验做法，妥善处理试
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启
动镇域试点。

区委副书记谢东，中国农业大学、市
农业农村委及区级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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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3 月 9 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雪松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审议《重庆市合
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河道采砂禁采
区和禁采期的公告》，研究“智慧合川”有
关事宜以及招商引资相关协议。

会议指出，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抓好河长制工作落实，进一步保
护好合川丰富的水生态资源，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要科学编制河道采砂
规划，加强辖区内河道采砂管理，以贯彻
落实河道采砂禁采期、禁采区为抓手，维
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通航安全。
要压紧压实河道采砂属地管理责任，加
强执法队伍督导巡查，严厉打击盗采砂
石资源行为，切实筑牢嘉陵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立足合川建设发展实际，深入挖掘

大数据智能化在教育、医疗、交通、政务
等领域广泛应用，加快搭建一体化智能
化公共数据平台，建立“一朵云”“一张
网”“一本账”，提升全区信息化集约化建
设水平，实现高效协同、整体智治，更好
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要着
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升级，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

会议强调，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大力实施招商提质扩量计划，进一
步创新理念、方法、机制，完善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坚持专业招商、以商招商、以
情招商，招引一批标志性关键性企业和
项目。要多渠道挖掘招商项目线索，建
立台账、梳理分办、专班跟进，确保项目
线索有人盯、有人管、有进展。要深入企
业走访调研，紧紧围绕企业用地、用能、
用工、融资等实际需求，一企一策靠前服
务，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达效。

区政府召开第39次常务会议
姜雪松主持

本单位法律顾问

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
杨智 律师

地址：合川区南津街499号三江希望城17幢28楼 电话：023-4282 2558

合川区坚持完善抓党建带全局工作
体系，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着力
在抓党建促产业发展、抓党建促就业创
业、抓党建促文明和谐上精准施策、靶向
破题，切实以党建“三促”做画笔，绘就乡
村振兴新画卷，为打造乡村振兴“升级
版”提供坚强保证。

坚持党建赋能
激活产业发展新引擎

在合川区太和镇亭子村，漫山的桃
花竞相吐蕊。亭子村党支部书记姚世明
说：“10多年前，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黄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黄桃种植户也从最
初的四五十户增长到现在的近500户，每
年要吸引10余万名游客前来赏桃花、尝
美食、品美酒，年旅游收入达到600余万
元，年产黄桃3800吨，产值达6000万元，
黄桃已经成为亭子村最大的支柱产业。”

这仅仅是合川区构建“党建+”产业
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合川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培
育和发展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当头
炮”，积极搭建“党支部＋合作社+业主+
脱贫户”平台，构建“租金+股金+薪金”
脱贫利益联结机制，创新“股金+薪金+
创业基金”移民利益联结体系，不断激活

农村各类资源产业要素潜能，推动产业
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坚持书记带头“抓”，强化示范引
领。深化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
求，把发展乡村产业作为“书记工程”，成
立区级特色产业强区工作专班，30余名
区领导、30名镇街党（工）委书记联村包
片，70 余个区级部门联村帮带，落实定
期跟踪督促带动机制，推动各级领导精
力向乡村下沉，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乡村产业的发展合力。

坚持统筹规划“谋”，强化融合发展。
策划推出“合美合川”区域公用品牌，依托
桃片、黑猪、枇杷、黄桃等特色品牌集群建
立特色品牌党支部52个，“一品牌一方案”

引导各市场主体立足产业特点、区位优
势、资源条件等，采取产业集群、区域集
中、集约经营的方式，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
育多类型融合业态，构建纵向贯通产加
销、横向融合农文旅的特色产业新业态。

坚持整合资源“干”，强化服务保
障。紧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统筹
整合各类涉农政策、资金、项目、信息等
资源，建立健全八大类25个小项乡村产
业服务保障，破解产业发展制约瓶颈。
在金融端，创新金融机构重点服务优势
主导产业对口联系、乡村产业项目融资
担保、政策性保险补贴、农村土地经营权
抵押融资等乡村金融服务；在用地端，推

行乡村产业用地点状规划、点状报批、点
状供地，有序开展乡村闲置集体建设用
地、闲置宅基地、厂矿废弃地、道路改线
废弃地等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建设用地；
在市场端，统筹农产品产地、集散地、销
地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农产品物流骨干
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在品牌端，建
立完善农产品品牌管理、培育、基础和营
销“四大体系”，加大品牌培育扶持力度，
重点打造合川桃片、合川黑猪、古楼枇
杷、太和黄桃、龙多山红苕等特色产品品
牌；在标准端，积极引导推动农业地方标
准和企业标准制定，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区县。 （下转3版）

合川：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升级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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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市媒看合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