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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
春节假期结束
，奋斗的牛年正式开启
奋斗的牛年正式开启。
。节后上班第一天
节后上班第一天，
，重庆各部门
单位以“满格电
满格电”
”的良好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的良好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收心
收心、
、聚力
聚力、
、加油干
加油干！
！
为民服务“ 孺子牛
孺子牛”
”、创新发展“ 拓荒牛
拓荒牛”
”、艰苦奋斗“ 老黄牛
老黄牛”
”！发扬
！ 发扬
“三牛精神
三牛精神”
”，祝愿“开工大吉
开工大吉”
”！
重庆人把责任扛在肩上，
重庆人把责任扛在肩上
，勠力同心
勠力同心、
、砥砺前行
砥砺前行，
，一路“犇”起来
起来！
！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节后一起 犇 起来
北碚

加速蔡家智慧新城实现战略目标

新年开工第一天，北碚区委书记周旭
前往蔡家智慧新城调研。
“过去的一年，
蔡家智慧新城积极应对疫
情防控、
复工复产等大战大考，
产业升级持续
加速，重点项目有序推进，资源要素有效整
合，
招商引资实现新的增长。
”
周旭表示，
“十
四五”
时期是新时代北碚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关键五年，
更是蔡家高水平
建设现代化智慧新城的关键时期。蔡家智慧
新城作为北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阵地、
主战场，
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
把握
“十四五”
发展新形势新要求，
顺势而为、
乘势
而上，
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周旭表示，将抢抓发展战略机遇，牢牢
把握蔡家智慧新城发展的新要求新定位，
进一步优化完善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增强
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创造性。
“既要立足
当前、发挥优势。”周旭认为，此外，更要谋
划长远、争创一流，在产业政策、土地利用
等方面争取更多支持，加快实现“民营经济

铜梁

把城市、乡村建成人们喜欢的样子

2 月 17 日上午，牛年第一个工作日前
夕，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来到铜梁城市周边
区域，调研城乡接合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城乡融合是一篇大文章。”唐小平说，铜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设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努力实现城市有
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让人民群
众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硬仗、是一场持
久战。城乡接合部业态复杂、矛盾突出、车
流量和人流量大，整治后也容易反弹。”唐小
平强调说，铜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城乡
融合的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抓好城乡接合部综合环境整治，让脏乱
差变为洁净美。
新年伊始，
唐小平要求，
铜梁要在节后赓
即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现场拉练活动，
全面掀
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春季战役”
，
做好几件事：
管护好去年栽下的各类花草树木，持续
落实
“一化两改三不见”要求，逐村逐院逐户

荣昌

半岛、高新产业基地、开放开发窗口、智慧
品质城区”的战略目标。
有了目标，路子该如何走？
北碚区将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不断
增强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此
外，还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招商重
点，注重项目实效，加大对外开放，优化营
商环境，
全面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
接下来，北碚区将继续加快工业互联
网产业生态园建设，充分发挥入驻企业作
用，保持工业互联网领域发展优势，继续引
进工业互联网关联企业，不断完善产业生
态。在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将推动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着 力 引 进 高 新 技 术 产
业。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将围绕自
贸区建设、城市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精准
招商，
为蔡家智慧新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通
讯员 齐宏

逐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盯住城乡接合部、
镇街场镇及交通主干道，加大整治力度，实
现道路“不见土、不见泥、不见灰”目标。彻
底清理道路沿线的秸秆杂物、塑料薄膜、枯
萎藤蔓，
整治规范彩钢棚、墙面广告等。
在西郊宜机化改造片区，及时组织发动
群众在新修绿道两旁栽花种草，常态化做好
绿道管护。
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下，结合城市规
划、村庄规划，有序推进城乡接合部综合环
境整治，梳理原有植被，加强农房改造，保留
乡村风貌，同步跟进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
升城市形象。
研究城乡接合部业态发展规律，突出问
题导向，有针对性解决好规范经营、环境秩
序等问题。
稳步推进城镇改造提升，加大投入力
度，补齐功能短板，美化靓化场镇环境，加快
建设一批有产业支撑、文化传承、配套完善、
质朴清爽的特色小城镇。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上班第一天同时开工 6 个重大项目

牛年上班第一天，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2021 年第一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暨现场考察活动在重庆荣昌、
四川内江两地举行。
内江荣昌
“双昌”产业大道、川渝毗邻地
区产业合作示范园区·荣昌隆昌产业合作示
范园项目、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产
业集群、川渝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带及融合发
展示范区、内江·荣昌长江上游晚熟柑橘示
范带、川南渝西特色农牧产品生产加工项目
等 6 个 重 大 项 目、近 30 个 子 项 目 同 步 开
工。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介绍，这些项目开
工，标志着重庆荣昌和四川内江两地高标准
规划建设
“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开好局起好步，征途启航，为加快建
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再添新动能。
“双昌大道 G348 建设工程，
不仅是交通
大道，更是农高区的产业大道。通过改建荣
昌至隆昌两地发展核心地带道路约 28 公里，
沿线加大特色农牧业产业布局，打造内荣高
效农牧业特色经济产业带，是夯实农高区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曹清尧介绍，改建
后的双昌大道将为两地深化高新区产业联
盟建设、
加强产业协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两地共建紧密“朋友圈”，建设
农高区只是双方携手开展深度合作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两地互动更加频繁、合作更加
广泛，各领域、各行业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成
效明显，
共赢发展效果突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两地
建立党政主要领导互访机制、分管领导联
席会议等常态化制度，协同推进重大合作
项目和事项，内江荣昌合作进入全面提速
发展新阶段。
下一步，荣昌将扎实推动川渝合作事项
落地落实，推动两地在产业协作、交通互联、
区域协同创新、应急管理共享、生态环境等
方面争取更多的合作成果，画好川渝毗邻合
作
“同心圆”，加快内江建设成渝特大城市功
能配套服务中心，推动荣昌桥头堡城市特色
发展，全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江津

研究部署科学城江津片区建设

新年新气象，整装再出发。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马不停蹄，
第一时间召集研究加快推进西部（重庆）科
学城江津片区建设，敲响了新年再出发的
“开场锣”。
专题会上，程志毅表示，江津区将对标
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学之城、创新高地”
总
体定位，
按照
“建平台、兴产业、聚人才、优环
境、提品质”
的建设思路，
紧扣
“五个科学、五
个科技”
，
坚持聚焦科学主题
“铸魂”
、面向未
来发展“筑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把科
学城江津片区打造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南
部创新中心、商贸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简称
“两中心、
两地”
）。
具体来看，科学城南部创新中心将依
托重庆交通大学、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等平台，加快集聚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区域协同创新，打通创
新成果与产业对接通道，促进技术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应用。

潼南

组织万名干部群众植树添绿

昨天恰逢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
“雨水”
，
意味着气温回升、雨水增多，正是植树好时
节。节后上班第一天，
潼南区组织万名干部
群众，开展 2021 年春季干部群众义务植树
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重庆潼南再添新绿。
上午，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来到大佛
街道大佛岭植树点，与干部群众一道挥动
铁铲，全面启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
设，
为潼南大地增添新绿。
当天上午，曾菁华和干部群群众一道，
一路步行攀登到达山顶后，便径直奔往植
树点，加入热火朝天的劳动队伍。铲土、浇
水 、培 土 …… 每 一 个 细 节 都 做 得 一 丝 不
苟。一边劳动，曾菁华一边同区林业局负
责同志交谈大佛岭植树造林规划和“十三
五”期间全区植树造林工作开展等情况，叮
嘱要提升全民植树护绿意识，按照《长江重
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规划建设实施
方案》实施要求，一年接着一年干，多种树
多添绿，
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梁平

科学城南部商贸中心将协同打造大商
圈、建设大市场，集聚“人气”
“ 商气”，为科
学城提供贸易支撑和民生保障；依托便捷
的交通优势，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此外，先进制造业基地将围绕高端装
备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集聚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强化先进制造
产业链创新链战略安全保障。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将围绕科学家、创
新创业者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布局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高端城市服务配套设施，打造
智慧城市、公园城市，彰显山水人文城市魅
力，提升对高科技企业、高质量创新创业团
队及高层次人才安居乐业的吸引力。
程志毅表示，
未来科学城江津片区将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打通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
发展”
创新链条，
力争到2025年，
科学城江津
片区基本建成产、
学、
研、
商、
居的一体化发展
现代化新城。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干部群众挥锹铲土、培植树苗，大家合力在
近 40 亩的土地上，共栽种 2000 余株黄葛
树、蓝花楹、红叶石楠等树苗。
曾菁华说，每年春季我们都组织干部
群众参加义务植树，这是以实际行动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为潼南大地多
种一棵树、多增一片绿。潼南地处长江上
游，是嘉陵江重要支流—涪江的重要流经
地，必须切实增强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
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面
开展“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全力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要持续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以创建全国森林城区为抓手，加强总体
规划，注重精准发力，坚持因地制宜，推进
科学绿化，守住存量、扩大增量、提升质量，
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
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潼南区完成
营 造 林 49.1 万 亩 。 其 中 ，提 升 森 林 数 量
32.5 万亩、提升森林质量 16.6 万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今年营商环境法治建设要这样做

昨天，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出席了梁
平区委全面依法治区暨营商环境法治建设
年工作会议。
一场围绕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会
议 ，为 何 会 选 择 在 节 后 第 一 个 工 作 日 举
行？杨晓云说，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座城市的
名片，
是一个地方法治水平的重要体现。
过去一年，梁平的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如何呢？来自梁平区市场监管局的一组数
据显示，2020 年，全区新增市场主体 13122
户，同比增长 78.77%，增幅居全市第一。净
增长市场主体 10129 户，净增长率 19.6%，
位居全市第一。
节后第一天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暨
营商环境法治建设年工作会议，可以看出
梁平今年对于全面依法治区和营商环境法
治建设的决心。今年，梁平将采取哪些做
法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呢？
杨晓云说，
今年，
要在抓好
“1+8”
方案落

细落实基础上，
从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入手，
奋力推动营商环境走在全市前列、争当全国
先进，
让
“投资重庆、
看好梁平”
成为共识。
具体来看，要构建诚信守约的信用环
境，要依法建立承诺兑现协调机制和畅通
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强化政企依法执行
合同、履行承诺的意识和能力；要加强和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自律、守
约、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构建规范严格
的执法环境，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构建公平正义
的司法环境，依法严格公开公正高效做好
审判、检察和执行工作，依法保护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要构建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提
高依法决策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商
事制度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构建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着力做好普法工
作，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强化市场主体
依法合规经营理念，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