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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小兵表
示，区委实施“稳进增效”主题年行动，
既是发展所需、又是民生之盼，“稳”的
是经济大盘，“进”的是发展位次，“增”
的是工作成绩，“效”体现在政府服务
能力提升、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激发。
2023年，合阳城街道将以“稳进增效”
主题年为契机，立足“加快融合发展的
先行街道、提升综合实力的示范街道”
两个定位，认真实施“1+3+1”工程，加
快推进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
断开创“幸福合阳”新局面。

坚持党建引领，拧紧“总开关”。
以党的建设为统揽，深入开展“党建统
领·赶考亮卷”行动，突出抓好党的政
治建设，创新数字党建场景，持续擦亮
党建品牌，展现基层组织新气象，提升
党员干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精气神。

突出工作重点，抓住“牛鼻子”。抓

好“商贸文教、社会治理、城乡融合”三
项重点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绿
港·财富广场、重百等商圈周边环境综
合治理，提质缤果城、耍街等夜市街区，
依托高校资源和商贸中心优势，狠抓
消费促进；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改善
学校的硬件设施、软件环境，做强品质
教育，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在合阳教学、
更多学生来合阳读书，辐射周边、聚集
人气，带动经济、促进发展；用好“云端
网格”，打造党建引领下的“阳光物业”
品牌，深化“合阳老友荟”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借市七运会举办契机，促进城市
有机更新，建好长五间、社教水库等乡
村振兴示范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队伍建设，种好“责任田”。
抓实教育培训，健全选任机制，以政治
上的成长为党员干部赋能；优化落实

“四包”责任、督查督办、总结复盘、考
核奖惩等工作机制，提高干部主动融
入群众、服务发展意识，在新时代新征
程新合川建设中展现合阳担当、贡献
合阳力量。

建设“幸福合阳”畅享美好生活
——访合阳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小兵

○记者 刘亚春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区委确定的“稳进增效”主题
年。时机与契机碰撞，合川高质量发展按
下快进键，新蓝图已然绘就，新征程击鼓
催征。今年，太和镇将持之以恒地以党建
统领为引领，数字赋能为动力，葆有必胜
的信心和决心，抢抓机遇，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与稳定。

科学谋划镇域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厚植现代化农业发展优势，
提升农业智慧化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全产
业链条发展，大力发展智慧养猪、智慧养
鱼、智慧大棚、无人机飞防等科技产业，做
优做靓黄桃、花椒、蔬菜、生猪等特色农业
产业。扶持工业企业发展，壮大第二产
业，形成电子、能源、丝绸、服装、酿酒等多
元化工业发展格局。大力促进商贸繁荣，
聚集商贸综合体和文旅消费圈，积极探索
农村电商、仓储物流等行业。

着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动招商引
资提质增速。健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不
断优化、简化办事流程，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实现“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让
企业和群众“只跑一次腿，只进一次门”。

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招商
模式，围绕本地产业发展规划，聚焦农产
品加工、仓储物流、农村电商、商贸等重点
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做好招商引资“后半篇文章”，实现项
目洽谈、签约、落地、投产全过程跟踪服
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确保招商引资取
得实效。

精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有效改
善社会民生。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落实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问题整治长效机制，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切实防范安全生产风险。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好重点
群体的就业安置工作，推进专业机构、社
区和居家养老社会服务融合发展，推进敬
老院提档升级，提升养老服务管理水平，
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2023 年，太和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推
进“党建统领·赶考亮卷”行动，认真答好

“六张卷”，扎实推动干部队伍建设，提升
工作成效，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
绘就“绿色家园·共美太和”崭新画卷。

奋力绘就“绿色家园·共美太和”崭新画卷
——访太和镇党委书记匡麟川

○记者 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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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通
讯员 刘杰）3月25日，由中
铁十四局承建的西渝高铁
康渝段站前十二标1号拌和
站顺利通过西昆公司达州
指挥部验收，为项目决战决
胜二季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位于双槐镇的西渝高
铁康渝段站前十二标 1 号
拌和站，占地面积为 11930
平方米，将承担12.6万立方
米混凝土的生产任务。

该拌和站配备信息化
系统、全程监控系统、智能
拌和站流程化管理系统等，

能实现材料进场与混凝土
出站信息管理、重点场所及
关 键 生 产 过 程 监 控 等 功
能。同时，该拌和站严格执
行工艺过程“三检”制度，坚
持“三全”质量控制，切实确
保工程质量。

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
十二标相关负责人表示，项
目部将切实担起建设生产
重任，以质量安全保障为核
心，以“四化”支撑为手段，
高质量建设“精品、智能、绿
色、人文”的铁路工程，铸就
西部高铁建设新篇章。

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十二标
1号拌和站顺利通过验收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3 月 27 日
上午，重庆市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工作
推进大会举行。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市委六届二次
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把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宏大场景中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引领，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数字赋能为手段，一体打造
大通道、大枢纽、大口岸、大物流、大平
台，更好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
融入全球，奋力谱写新时代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新篇章，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建设提供强大引擎。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主持，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唐方裕，
市委副书记李明清，市委常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和其他市
级领导出席。

会上，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发展改
革委、沙坪坝区、重庆海关、人行重庆营
管部、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作典型
发言；市政府外办、市中新项目管理局、
两江新区、万州区、巴南区、江津区书面
发言。

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加快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推动重

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重庆是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主要发起者、推
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国家赋予重庆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重要职责。我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国家有关部委
大力支持下，携手兄弟省市共建共享，各
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推进机制不断完
善，出海出境能力实现跨越发展，改革创
新持续突破，物流枢纽初步建成，开放型
经济持续做大，西部陆海新通道参与者
越来越多，发展态势越来越好。

袁家军指出，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
国家开放大通道，为重庆向南出海、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打开了新大门，为西
部地区加快融入全球经济打开了新空
间，是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的重大
任务，也是新重庆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
成果，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
要深刻认识这是重庆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关键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引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核心支撑、新
征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场景，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对标对表，胸怀

“国之大者”，强化系统思维、战略思维，
自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找准工作
着力点、切入点，扎实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

（下转2版）

袁家军在重庆市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工作推进大会上强调

高水平推进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奋力谱写新时代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新篇章

胡衡华主持 王炯唐方裕出席

本报讯（记者 任洋）
3月28日，合川区2023年

“党建统领·赶考亮卷”行
动推进会暨组织、宣传、
统战、群团工作会议召
开。区委书记郑立伟出
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
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市委六届二
次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站
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
把党的建设摆在首要位
置，整体思考、系统谋划，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持
续推动全区党建工作迭
代升级，为现代化新合川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区
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姜
雪松主持。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卫，区委副书记
谢东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
国和全市组织部长会议
精神、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部署了全区 2023 年“党
建统领·赶考亮卷”行动
和全区 2023 年组织、宣
传、统战、群团工作；有关
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

郑立伟指出，今年是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
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的起
步之年，深入实施“党建
统领·赶考亮卷”行动，做
好新形势下组织、宣传、统
战、群团工作任务艰巨、意
义重大。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持续加强党的政
治、思想、组织和制度建
设，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合川建设凝聚强大
合力、提供坚强保障。

郑立伟强调，要扎实
实施“党建统领·赶考亮
卷”行动，把各项要求理
解透、抓到位，推动出卷
答卷阅卷赋能体系迭代
升级。要转变理念，丰富
知识结构，提升工作能力，扎实抓好“党建统领·赶考亮卷”行
动，更好推动实现整体智治、高效协同。要升级抓手，精心组
织出卷、答卷、阅卷，推动工作全面进步、整体提升。要融合
体系，更好推动市委党建统领“三项重点任务”精准落地，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跑出“加速度”，呈现高质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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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3 月 28 日上
午，重庆现代农业发展高端论坛暨院士
重庆科技行合川区活动举行。区委书记
郑立伟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政府
区长姜雪松主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科协副
主席赵春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蚕桑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西南大学教
授向仲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饲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谯仕彦，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柏连阳，中国工
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安徽农
业大学茶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宛晓春，重庆大学副校长、教授李剑，市

科技局一级巡视员牟小云，市乡村振兴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仕杰，市农业农村
委二级巡视员柏在耀，区委副书记谢东
出席论坛。

论坛上，李剑代表重庆大学致辞，六
位专家、院士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以专业
的视角、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深度
阐述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实现路径
等内容。

郑立伟代表合川区委、区政府和全
区人民向莅临本次论坛的院士、领导、专
家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
合川，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
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合川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大力

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持续深化产学研合
作，着力推进农业生产轻简化、过程绿色
化、产品健康化，全国名特优新产品数量
位居全市第一，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农业科技
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彰显，“三农”工作呈
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郑立伟指出，本次论坛以“科技赋
能，助推振兴”为主题，邀请农业领域知
名院士、专家共同探讨农业科技创新前
沿问题，分享农业科技创新最新成果，让
农业与科技深度对话，必将有力推进农
业科技的广泛发展和深度运用，为全市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郑立伟表示，合川将以本次论坛为契
机，紧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加大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运用和技术服务力度，推进数
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深加工等环节的
广泛运用，探索建立政府推动、市场引
导、企业化运作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
模式、新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为
合川农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当天下午，参加论坛的专家、院士等
还去到云门街道祥飞智能蚕桑基地、重
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合
川区德康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就蚕桑多元
化利用、火锅食材产业和生猪全产业链
发展等进行了实地调研。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蒋定平，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周道
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佳庆，有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

共谋三农发展大事 共商科技兴农大计

重庆现代农业发展高端论坛暨院士重庆科技行合川区活动举行
郑立伟出席并致辞 姜雪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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