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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跑出加速度
经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

用时 3个小时，华西牙科有限责任
公司的营业执照就从资阳高新区政务
服务窗口注册成功；历时 35 天，爱齐

（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口内数字
化 3D扫描仪”医疗器械产品便完成注
册……

近年，我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进“多证合一”，降低市场准入制
度性交易成本，截至 5月底全市共核发
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54948个。“放管服”改革跑出加速度，不
仅刷新了“资阳速度”，更见证了“资阳
作为”。

惟改革者进，惟改革者赢。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紧扣全
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改革，聚焦聚力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破，坚定
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其中经济体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资阳发展全局。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精准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措施，制定出
台《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和营
商环境，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展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专
项清理，制定《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工作方案》，拟制《资阳市提高投资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效率的 10条措施》，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今年以来共
在平台上受理行政权力事项 50643项、
公共服务事项406418项。

加快建立市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

基金，大力推动PPP项目落地建设，加
强重大风险防范，出台《资阳市政府性
债务管理办法》《资阳市政府性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资阳市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工作方案》等措施。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落实
“街长制”，18条示范街已落实城管、环
卫、交通责任人；大力推进“厕所革命”，
今年已完成 36 座公厕新修改建，另有
17座公厕完成主体工程，完成投资 710
万元；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双修试点稳
步推进。

深化国有企业和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体系和监
管体系，推动由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
转变，出台《防范化解市属国有企业债
务风险工作方案》。出台《2018年成渝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加
快成渝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步伐；推进
新能源机车等创新研制项目，13 个推
进项目已完成 9个，其余 4个处于收尾
阶段。

聚焦农业农村改革
深化生态文明改革发展

安岳县以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建设为契机，创新农村电商发
展新模式，实现互联网与传统农业深度
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和县域经济发展。今年 3月，人民网

《四川改革试“经”石》栏目以《安岳县创
新构建农村电商‘四大体系’助推县域
经济》为题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改革有
举措，推进有成效，并多次被省级以上

媒体宣传报道。其中，国家智能养老物
联网应用示范工程试点成效经验、资阳
农业供给侧改革报告分别入选《四川改
革试点典型案例（2017年度）》《四川全
面深化改革报告（2013—2017）》。

围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市
出台《资阳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农村产业提质行动方案》等多个
改革方案。深入实施农村土地制度、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试点，争取省级资金 1000 万元
用于雁江区试点。

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试点。大力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积极培育一批省级专合组织、家庭
农场，今年组织申报省级示范合作社
13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4家。

同时，全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全市共设立
市级河长17名、县级河长66名、乡级河
长 672 名、村级河长 1865 名、市级民间
河长265名，设立河长公示牌538个，逐
一明确河长职责，与成都、内江、眉山等
周边市（州）建立起联防联治工作机
制。推进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试点，今年
已完成20家试点企业信用评价。

关切民生民利
社会体制等领域改革

敢啃“硬骨头”

针对冲动型离婚频发等问题，改
变重裁判轻修复观念，安岳“离婚冷
静期”家事审判为冲动型离婚按下暂
停键；（下转二版）

本报讯（秦文端 记者 黄建伟）“目
前已完成项目总工程量的70%，其中枢
纽工程已完成 98%……”8月 2日上午，
就安岳挂石沟水库项目建设进展，安岳
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如是介绍。

作为市级重点项目之一的挂石沟
水库建设项目，是安岳目前三个较大
在建水利工程项目之一。水库位于永
清镇双山村境内，属涪江水系龙台河
支流，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乡
镇供水和农村人畜饮水的小（1）型水
库，工程总投资 18089万元。水库设计

灌溉面积 1.22万亩，可解决永隆、永清
场镇 1.49 万人和附近村民 1.83 万人的
饮用水困难以及附近 1.5 万亩农田的
自流灌溉问题，并且由于水库地势较
高，对周边山脉能起到一定的滋润作
用，可以带动永清、永隆等片区的产业
升级发展。

当日上午 11 点，记者在项目现场
看到，2辆推土机往返于大坝间运送建
设砂石；40名建设者正挥汗如雨，忙碌
在防浪墙、管理房营区硬化、下坝区水
保环保工程、大坝坝顶硬化等施工一

线……“工程已投入资金 1.4 亿元（包
括征地移民），各项建设正按时间节点
安全有序推进。”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夏季持续高温、汛期的特殊
时节，项目部采取错时施工、错汛施
工，既确保工程质量，又确保建设进
度，还确保施工安全。截至目前，大坝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管理营房、溢洪
道、取水洞等建设已全部完成，枢纽工
程正处于收尾阶段，下步将进行蓄水
验收论证、库底清淤等前期准备工作，
力争今年 12月底前完成枢纽工程建设

并开展蓄水验收。
下一步，该县水务部门将从“督促

项目资金到位，督促施工单位科学施
工、按计划施工，检查督促项目建设进
度、工程安全和质量，争取各级支持”等
方面入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明
年 4月底前实现下闸蓄水的目标，早日
造福当地人民。

本报讯（记者 蒲敏）由省文化厅
和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蜀人原乡·放
歌梦想”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四川省
第三届群星合唱展演活动，将于9月5
日到9月7日在资阳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展示全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的辉煌成果，展现全川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努力建设美丽繁荣和谐
四川的精神风貌，大力弘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以合唱展演为平台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活动内容包括合唱展演、惠民演

出、培训讲座、专家点评会、网络视频
直播等。其中备受关注的合唱展演将
在 9 月 6 日 14：00 和 19：30，分两场和
广大市民见面。届时，来自全省各市
州的优秀合唱团将在资阳苌弘文化中
心一展歌喉。9月7日14：30在三贤文
化公园还将举行一场惠民演出，让更
多群众享受到合唱艺术的精神大餐。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资阳首次承
办省级大型文化活动赛事。展演结束
后，省文化厅将对最佳组织单位和演
唱团队进行表扬。我市文化馆苌弘合
唱团和雁江七小合唱团选送的曲目将
代表资阳登上此次舞台。

目前，展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
在积极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日前记者
从市安委会获悉，为深刻汲取宜宾恒
达科技有限公司“7.12”重大爆燃事故
教训，切实做好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市
安委会决定今年下半年在全市范围集
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据悉，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范
围是各级政府及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并将事故多发易
发的化工、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非煤
矿山、旅游、消防等高危行业领域作
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重中之重。

相比平时的检查，此次大检查增
加了对各级政府及部门、各企事业单
位安全生产体制机制、人员落实情况

的检查。对政府及部门检查内容为，
是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安全生产各项决策部署及
安全生产工作重点任务进展、汛期安
全生产工作、安全防范制度措施落
实、严格监管执法等情况；对企事业
单位检查主要内容为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建立和执行、应急管理等方面
的情况。

为确保大检查实效，市安委会的
4 个综合督查组实行组长单位负责
制，以“发点球”的方式督促各成员单
位落实。

安岳挂石沟水库枢纽工程已完成98%
年底前完成建设并开展蓄水验收

蜀人原乡放歌梦想
四川省第三届群星合唱展演活动将在资阳举办

我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聚力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我市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

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
彻中央、省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坚

持一手抓改革方案制定、一手抓
改革部署落实，做到“规定动作
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激发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

全市改革工作聚焦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放
管服”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和社
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全年部署 222 项改革任务和
110项需要推进落实的改革方
案。

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推
进投资项目“不见面”审批改革；
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国有
企业和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和农村体制
改革重点突破……我市全面深
化改革引向深入，成效斐然。

□ 本报记者 王继

新闻集装箱

13.8公里巴陕高速米仓山隧道全线贯通
9日，经历近55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连接四川和陕西的巴陕高速公

路控制性工程——米仓山隧道顺利实现双幅贯通，彻底改变以往北向出
川翻越米仓山的历史。隧道全长13.8公里，是目前已贯通的西南最长、国
内第二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四川巴中至陕西汉中的路程将由原来的 3.5
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候选名单公布
中国电影家协会 9日在京公布了第 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候选名单，

《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芳华》《建军大业》《唐人街探案2》《七
月与安生》《十八洞村》《百鸟朝凤》《无问西东》10部影片上榜。

均据新华社

雁江区堪嘉镇蒙溪河回龙桥段，夏日里流水潺潺，河道两旁浓荫滴翠，让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秦建华 摄

本报讯（记者 何柳）8月9日，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吴旭到安岳调研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市委全会精神，立足优势资源，壮
大县域特色经济。

在文化镇燕桥村和岳阳镇水观
村，吴旭先后听取了全县乡村振兴及
农旅融合、柠檬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详
细了解了宝森农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体规划和岳阳镇田园综合体规划情
况。她强调，在推进农业与旅游深度
融合时，要善于“借智借脑”，多渠道、
多方位、多层次听取各方专业人士的
意见建议，加强与知名大型企业合作，
加快推进景区高水平整体开发。要找
准市场卖点，突破传统，创新营销理念
和方式，激发旅游业新活力。要完善
基础设施，注重将各类旅游资源串联
起来，立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拓展旅游
深度，增强旅游的特色和魅力。

来到圆觉洞和卧佛院，吴旭深入
了解了安岳石刻文化资源概况、全县
石刻保护开发利用及川渝唐宋石刻精
品旅游规划建设情况。她指出，要进
一步加强对石刻文物的保护，让传统
优秀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传承，切实
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要积极融入川渝石刻文化旅游合作，

在共建石刻旅游线路、共育石刻专业
人才、共享石刻文化遗产、共推石刻文
物保护上下更深功夫，促进区域旅游
整体发展。

吴旭一行还实地调研了全县工业
发展情况。在四川小炊事实业有限公
司，吴旭察看了柠檬系列产品生产线，
鼓励企业要提高柠檬生产加工和综合
利用的能力，深度开发柠檬功能性产
品，进一步提升产品经济价值。在安
岳油气处理厂，吴旭听取了安岳天然
气产业发展规划情况汇报，并详细询
问该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她强调政府、
企业要强化安全生产底线意识，压紧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好各项安全
生产措施。

调研中，吴旭听取了安岳县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汇报。她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围绕全年目标
任务，对照目标找差距、添措施、抓落
实，全面做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稳定
安全等重点工作，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把招商引资与推动产业的提
档升级结合起来，科学谋划产业布局，
提升招商实效，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
强。要持之以恒做好柠檬文章，进一步
打通全产业链，发挥资源最大价值，持
续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吴旭到安岳调研

立足优势资源
壮大县域特色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