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肖良 许长江 记者 黄建
伟）长 300 余米的狮子岩隧洞已贯通，
即将进行洞内混凝土二衬施工；长约
900米的大路坡隧洞，在不能实施爆破
的情况下，采用液压锤施工，目前已贯
通 500米，剩余工程正以 4米/天的速度
推进……

近日，记者从安岳县毗河办、移民
办了解到，目前，毗河供水一期工程

（安岳段）进展顺利，各项建设正有力
有序推进。

据了解，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安岳
段），有蟠（蟠龙水库）书（书房坝水库）
水库和朝阳水库两个灌区，渠系总长
75.836千米，其中明渠 30.32千米，隧洞
40.72 千米（78 座），渡槽 3.59 千米（14
座）。工程建设涉及安岳县 15个乡镇，
永久占地 1857.19亩，临时用地 1424.74
亩，拆迁安置人口 870 人。工程建成
后，预计灌溉面积达 42.18万亩，其中新
增灌溉面积 24 万亩，将有力解决当地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记者在鸳大镇易家坝渡槽项目建
设现场看到，这里焊花飞溅，机器轰
鸣，车辆穿梭，人头攒动，8 名监理、施
工等管理人员和 40余名建设者正顶着
烈日奋战在渡槽混凝土浇筑、焊接、搭
架等建设一线。“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
25 跨渡槽的主体建设。”该工程（安岳
段）六分部项目部书记兼生产副经理
郑家国说，全长 390 米的易家坝渡槽，
设计槽身断面为 U 型、流量为 8.45 立
方米/秒，截至目前，已完成第 2至第 10

跨的槽身施工，正在进行第 11 跨的槽
身施工。当前，他们正积极克服当前
天气炎热的不利影响，采取发放防暑
降温药品、错时施工等人性化措施，既
保障工人身体健康，又有序推进项目
建设，目前各个项目工程施工点都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截至目前，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安
岳段已完成永久征地 1857.19 亩，占总
征收面积的 100%；完成临时用地移交
706.7728 亩，占总征用面积的 50%；签
订房屋搬迁安置协议 225户；完成了各
开工点的电力、广电、电信、移动网络
及天然气管道等专项设施迁复建，满
足了施工需要。

在工程建设方面，目前已开工书
永分干渠、蟠书补水渠、云峰支渠等 3
条渠道，开工点共计 49个。其中，隧洞
开工点 29座，已贯通 5座，正在进行石
方洞挖及混凝土永久衬砌施工；明渠
开工点 11 座，正在进行土石方开挖与
填筑施工；渡槽开工点 9 座，正在进行
承台、排架及上部槽身等施工。

下一步，安岳县将继续全面落实
属地责任，切实抓好工程移民安置、施
工环境保障、建设资金筹措等各项工
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确
保工程早日建成造福灌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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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黎）7月 29日，我
市召开 2016 年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专
题会，研究解决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吉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突
出问题导向，围绕项目建设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想办法、添措施、求突破，
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和投资持续增长，
确保实现全年投资和项目工作目标
任务。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宏观经济
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市经济发展特
别是项目投资工作面临许多突出问
题，主要体现在投资增速首次大大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重点项目推进滞
后、建设资金压力较大、工作保障还

需加强等。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找准
差距，切实增强抓项目建设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确保实现全年投资和项目
工作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要突出问题导向，围
绕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想
办法、添措施、求突破，推进项目顺利
实施、投资持续增长。要坚决完成全
年投资目标任务。把项目投资任务
分 解 落 实 到 每 一 个 月 、每 一 个 县

（区）、每一个行业（单位），层层细化
目标、压实责任，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任务。要集中精力解决困难问题。
针对当前梳理出来的问题和下步动
态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各级各部门主
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分析问题原因，

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方案、措施和要
求，切实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全
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根据前期安
排，对纳入市政府督查的 16 个限期
开工重点项目，要加快项目前期工
作，按照既定目标，倒排工期任务，实
现如期开工。要加大对项目的策划、
包装、挖掘力度。积极对接国家产业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支持方向和民生
社会事业支持重点，在我市“十三五”
规划的重大项目基础上，抓紧谋划明
年 项 目 工 作 。 要 保 障 项 目 建设条
件。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加强
对土地指标的调剂，优先满足重点项
目用地指标，同时高质量做好征地拆
迁工作，为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创造良

好条件。
会议指出，要强化工作责任，推动

项目投资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落实
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业主责任，确保责
任落实到位。继续完善和落实“六个
一”“三个量化”“三个倒排”等工作机
制，做好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工作，落
实好行政审批“三个集装箱”制度，提高
项目审批效率，确保协调服务到位。市
委、市政府督查室和市重点办要继续对
重点项目实行联合督查，及时向市委、
市政府专题报告，同时把问题反馈给相
关部门和各县（区）进行整改，确保督查
考核到位。

市领导邹蔚、吴宗权、周燕、陈轲
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吉明主持召开2016年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专题会

确保实现全年
投资和项目工作目标任务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
安岳段建设有序推进

已贯通隧洞5座

图为易家坝渡槽工程建设现场。

重点项目进行时

日前，“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前沿
区”专题讨论活动已经转入第三个讨
论专题：抓住发展机遇，解决怎么干
的问题。这既是这次专题讨论活动
的最后一个讨论专题，也是整个专题
讨论活动的落脚点和归宿。“怎么
看”“怎么办”“怎么干”三个讨论专题
是一个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有机逻
辑整体，在经过了第一个讨论专题深
化市情认识，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和第
二个讨论专题理清发展思路、解决怎
么办的问题之后，当前最重要也是最
关键的就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

怎么干，是我们的一道必答题。在
认清了市情，看准了机遇和挑战，理清
了发展思路与发展路径之后，我们讨论

“怎么干”的问题，其实就是讨论如何抓
落实的问题。抓落实，是一个老话题，
但对这次专题讨论活动而言，又是一个
具有特别意义的新课题。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前沿区、推动资阳发展新跨越，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一个

“干”字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
干，美好的蓝图才能变为现实。抓落
实、讲实干，不能坐而论道，不能纸上谈
兵，而是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瞄准既定目标与方向，按
照清晰的思路，沿着明确的路径，把思
路转化为现实的举措，把举措变为实际
的行动，把行动落到工作上，把工作体
现在实效上。因此，解决怎么干的问
题，对我们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考验着
我们的境界有多高、决心有多大、信心
有多足、能力有多强、干劲有多足，考验
着我们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怎么干，解放思想最关键。思想
引领行动，观念决定未来。在行政区
划调整等新形势下，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前沿区，首要的关键就是要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扫清思想上的障碍，善于扬弃、除旧布
新，以新的理念开辟发展新境界。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要针对当前党员干
部思想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破除狭

隘保守的观念，树立开放前沿意识；破
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观念，树立改
革创新意识；破除不思进取、缺乏担当
的观念，树立敢于担当、勇于进取意
识；破除工作懈怠、无所作为的观念，
树立主动作为、干事创业意识，等等。
总之，要始终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以
思想解放引领资阳发展新跨越。

怎么干，改革创新求突破。改革
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源泉。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前沿区，必须大力
推进改革创新，以改革为统揽，全面
深化改革，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的深化与突破，积极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结构性改革等，破
除陈旧僵化的体制机制，破除结构不
合理、人才短缺、资金等保障要素乏
力、环境条件等方面的瓶颈制约；以
创新为突破，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一号工程”，系统推进全面创新，着
力进行制度、机制、方法创新，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破解发展难题，破解发

展难题，激发创新活力，走出一条创
新发展、转型发展之路。

怎么干，干在实处创一流。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事业都是干出来
的，发展都是实干推进的。加快建设
内陆开放前沿区，推动资阳发展新跨
越，目标已定、思路已清、路径已明，
最重要的就是要狠抓落实。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践
行“三严三实”要求，“干”字为先，

“实”字当头，干事创业、勇于担当、奋
发有为，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攻坚克
难，一抓到底。要始终保持蓬勃的朝
气、昂扬的锐气，以强烈的进取心和
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工作，办实事、出
实招、求实效，努力形成一心一意谋
发展、兢兢业业干事业的良好氛围，
瞄准一流目标，争创一流业绩。要坚
决反对精神不振、不思进取，敷衍塞
责、应付了事、无所作为，绝不能做虚
功、图虚名，绝不能做表面文章，搞形
式主义，贻误我们的发展大业。

怎么干：真抓实干促发展
——十一论深入开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前沿区”专题讨论活动

□ 本报评论员

据四川日报网讯（记者 谢燃岸）7月 30日，记者
从省政府网站获悉，四川已出台《关于促进社会办
医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通过多
项举措鼓励社会办医。

《意见》要求合理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拓
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按照全省每千常住人口 1.5张
床位数对社会办医进行总量和结构控制，取消对社
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类别和地点限制，诊所、
门诊部等医疗机构不设数量限制。同时，加强财政
资金对社会办医的扶持，优化融资政策。

《意见》指出，各级相关行政部门应按照“非禁
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
和互为前置等审批环节，不得新设前置审批事项或
提高审批条件，不得限制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经营性
质。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根据《意见》，各地要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
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范
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社会办医疗机
构提出签订协议申请并符合条件的，均可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范围。

四川鼓励社会办医
民营私立医院将纳入医保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