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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两则有关资阳河流的新闻引起人们
关注。

一则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资阳将全面推行河长制，目前已把沱江（资阳
段）、九曲河、阳化河、书房坝河、蒙溪河、童家河、
岳阳河等七条主要河流纳入市级河长制管理，设
立了市级总河长、河长及县乡河长，市委书记挂
帅，出任第一总河长。至此，我市河长制工作体系
初步建立。

一则是，4月13日《华西都市报》报道，雁江区
近来连发两道通告，明令禁止在沱江上从事网箱
养殖，并要求养殖户 4 月 26 日前自行拆除非法养
殖网箱，否则政府将于5月底前依法强制取缔。这
意味着，700多公里的沱江持续了20余年的网箱养
殖将成为历史。

两则消息，都与水有关，虽侧重点不同、内容
有所差异，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一个共同指
向：剑指河流污染，彰显治污决心，改善水生态环
境，还资阳河流碧绿清水。

这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美丽怡然资阳题中应有之义。

江河湖泊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源泉、文明的
摇篮，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绿色财富，也是子孙后
代赖以生存发展的珍贵资源。保护江河湖泊，事
关河湖功能的永续利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
经济与社会可持续长远发展。然而，我们不无遗
憾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加快发展与城市
规模的快速扩张等，水资源承载力遭到严重忽视，
水危机也在渐渐逼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
水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水安全形势愈趋严
峻。就资阳而言，水危机同样存在，作为水资源重
要载体的河流体系，沱江、九曲河、阳化河等重点
流域污染均未能幸免。以沱江为例，近年来，沱江
河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有机污染严重超过水体
自净能力，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严峻的现实警示
我们，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必
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实现发展的绿色
转型；严重的水环境污染，与建设美丽怡然资阳，
打造环境友好、水清景美、山水相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乐居生态家园的目标背道而驰，必须向
水环境污染全面宣战，打一场河流保卫战，护佑资
阳的清清绿水。

综合治理河流污染，是一场攻坚战，更是持久
战，使命光荣、任重道远。作为解决复杂水问题、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和完善水治理体
系、保障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河长制应运而生，正
当其时，这是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重大利好。河长
制以从源头治理河流污染，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切
实改善水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水资源保护、河湖水
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
境治理、执法监管等为己任，目标定位明确，抓住
了关键和要害，是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治本之举。
而取缔沱江网箱养殖，还沱江一河清水，正是其内容之一。目前，在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河长制在我市已经全面启动，市、区（县）、乡河长制工作体系
初步形成，《资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正加紧制定，不日即将出台，其
他各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
任，把河长制落到实处，部门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整体推进，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使之真正见到实效。

河长制来了，河流污染治理动真格了，消息利好，值得期待。水是一篇大文
章。做好这篇大文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美丽怡然资阳就有基础与保
障。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建设新家园，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本报讯（陶俊伶 记者 孙正良）
“我们中午都在工地上吃的盒饭，丢
了碗就（继续）干。”4 月 14 日下午，正
在成安渝高速公路（安岳段）朝阳互
通水稳层上铺薄膜的工人说，他们目
前正抓紧时间施工，争取朝阳互通早
日建成投用。

记者现场看到，虽然烈日当空，但
工地上各个工序都在有序推进，呈现
出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在连接线建
设现场，道路水稳层已经铺设完毕，工
人正在铺薄膜保养水稳层路面，挖土
机正在平整绿化景观带里的泥土。
在收费站建设现场，船型安全岛一头
一尾已经建设完毕，工人有的正在支
模连接一头一尾安全岛，有的正快速
地用扎丝绑着船型安全岛连接线的
钢筋模型……

成安渝高速公路（安岳段）朝阳互
通连接线长 1.1公里、宽 10.5米。截至
目前，朝阳互通路基、桥涵已基本完
成，水稳层也已经铺设完毕，正在进行
路面保养。交安设施、房建、绿化等附
属设施正在有序推进，交安设施、房建
已完成总量的 10%，绿化完成总量的
20%左右。现场施工负责人告诉记
者，计划 20 号左右铺油面，25 号前完

成收费大棚安装，力争 4 月底路面可
以达到通车条件交付使用，房建及其
他配套设施将尽快完善投入使用。

该负责人说，现在每天在工地的
工人达 200人左右，从早上 7点做到晚
上 7 点，一直在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

度。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成安渝
高速公路（安岳段）朝阳互通早日建成
投用。

本报讯（王伟 记者 何柳）“这既是
我们的‘城市绿肺’，又是大家的‘世外
桃源’，空了来逛上两圈，已成为了大
伙儿生活的日常。”近日，记者来到乐
至南塔山生态公园，在此休闲的市民
们乐不可支地与记者分享着心中的
喜悦，大家更是期待着公园的进一步
扩建打造，让城市变得更加葱翠靓
丽。

据了解，南塔山生态公园工程是
乐至县“市民 500 米休闲计划”第二
期建设内容，拟利用南塔山及周边
1500 亩区域现状地貌，根据城市规划

和功能要求，规划南湖生态休闲公
园、红梅文化生态园、青松佛院景区、
养生森林公园四个区，建设南塔、凉
亭等 17 处特色景点，打造成一个集
养生、旅游、文化、商业主题为一体的
生态风景区。

“自 2010 年启动该项目建设以
来，我们以‘建设一批，开放一批’为
理念，采取分片区打造、逐步推进的
方式，在 2012 年，约 350 亩的南湖生
态公园已率先对市民开放。”该县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
南湖生态公园人气爆棚，早已成为了

市民们休闲玩乐的“绿色氧吧”，为使
南塔山生态公园“颜值”更上一层楼，
今年其将扩大 100 余亩，进行景观打
造，其中包括拓宽湖区面积约 14760
平方米、浅滩湿地面积 5660 平方米，
新增 2 米宽环湖道路及周边道路共
800 米，改造 5 米宽道路 840 米，新增
弧形挡土墙 290 米、景观绿化面积
15900平方米，拓宽入口广场面积 380
平方米，建弧形景墙 27 米、亲水平台
1 座、观景平台 1 座、休闲平台 1 座。

“到时，新打造的景观将与原景区完
美融合，休闲广场、湖面小桥、环湖步

道相得益彰，市民置身其中犹如被大
自然环抱。”

据现场施工方介绍，自今年2月动
工以来，日前，该景观打造已完成湖面修
扩、步道修建、休闲平台建设等工程。“接
下来，我们将抢抓时间，在雨季来临之前，
进行景观绿化、步道完善等收尾工程，保
证今年8月顺利竣工，对市民开放。”

下一步，南塔山生态公园工程将
推进文化广场、山体步游道等建设，预
计 2019年全面完成整体工程打造，届
时，1500 余亩的生态公园将惊艳亮
相，为乐至城市生态画卷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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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渝朝阳互通力争月底通车

乐至南塔山生态公园景观打造进行中

今年8月将“高颜值”亮相

坚定信心 咬住目标 真抓实干

我市一季度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 本报记者 王继

日前，全市一季度工业经济
发展数据出炉：全市 362 户规
模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4%，
较 1—2 月回升 3.1 个百分点；
全 市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8%，较1—2月回升2.2个百
分点，高于全省0.3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市工业经济整体呈现
回升向好态势，有力支撑了全市
经济稳增格局。

工业经济“低开高走”

去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发展影
响，我市工业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
战。今年，1—2 月全市工业增速呈现

“低开”不利局面。
为切实扭转年初“低开”局面，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工
业战线坚持发展信心不动摇，咬住目
标任务不放松，全力找差距、添措施，

千方百计促进工业稳步回升。经过三
个月的努力奋战，全市工业经济实现

“低开高走”，呈现“两升两稳两向好”
态势。

产值增幅、工业增速明显回升。
仅 3月，全市 362户规模企业实现产值
增长 19.7%，环比回升 3.4个百分点；全
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13.2%，环比增
长 6.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2位。

行业走势、产品产销保持稳定。
1-3 月，全市 29 个主要行业中 25 个行
业保持正增长，其中家具制造业等 18
个行业产值增幅 10%以上，医药制造
等 4 个行业增幅 20%以上。全市工业
品产销率达 97.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等 13 个行业产销率 99%以上，酒
饮料等 6个行业产销率 100%。

产 业 企 业 、支 撑 性 指 标 协 调 向
好。1-3月，全市主导优势产业产值增
长 13.7%，医药、节能产业增长较快。
造车、食品、纺织、建材、天然气产业增
速平稳。全市 304 户规模企业正增
长。全市工业用电累计增长 5.1%。全
市工业增值税增长 11%，较去年同期
提升 9.4个百分点。

记者走访部分重点企业获悉，因
国内整体经济走势影响，地方各类支

持配套政策出台落地，企业发展回暖
迹象明显。一季度，四川现代生产商
用车 10828 辆，由于“创虎”系列比重
上升，带动一季度产值增长 74%；机车
公司生产各类机车配件 63917 台套，
同 比 增 加 34011 台 套 ，产 值 增 长
113.7%。资阳机车公司与阿根廷 20
台货运机车合同正在履行手续，预计
5月启动生产。

帮扶企业落在实处

年初以来，针对全市工业经济发
展中面临的增量不足、重点企业带动
作用减弱、投资项目缺乏等紧迫性问
题，我市积极帮扶企业树立信心，正视
问题，解决问题。

抓目标任务再落实。市领导组织
召开一季度工业经济“开门红”专题会
议，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市经信委两

次组织召开“开门红”工业经济运行分
析会，全力以赴促回升。目标责任“倒
排”，各县（区）细化制定工作方案，确
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深入调研分
析，分组赴县（区）和企业进行调研，详
细了解工作推进情况，有计划、有步骤
推进工作。

抓政策落实提信心。出台专项政
策——《资阳市振兴发展工业经济政
策措施》，从 16 个方面制定激励政策，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宣传，
将《资阳市振兴发展工业经济政策措
施》等 8大政策措施汇编成册，并发放
至全部规模企业，指导企业“对号入
座”，以政策激励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抓帮扶指导强保障。全覆盖挂联
帮扶，实施全市规模企业（项目）挂联
帮扶“全覆盖”，市级领导“一对一”开
展走访调研，了解企业情况，协调解决
企业问题。（下转二版）

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