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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梅）11月 13日，市
委书记陈吉明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重大决策
部署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旭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实施“四大战略”、推进
成资同城化、推进“五区共兴一体发
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措施
等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和有关会议筹
备情况的汇报。

会议充分肯定了所做工作。会议
强调，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及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 22 条措施，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管总的重大政治任
务。推动资阳发展美好蓝图变为现
实，关键在干，关键在落实。要按照

“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提士气”要
求，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完成、一个项
目一个项目去推进，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去解决，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会议强调，要谋定而后动，科学
制定“两篇文章、三大格局、四大战
略、六大支撑、七大任务、五大突破”
每个方面的“任务书”“作战图”“时间
表”，确保各项重大部署逐一得到细
化落实。要认真思考，深入调研，广
泛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找准每项工作
的优势差距和机遇挑战，明确每项工

作的思路目标、突破路径、关键举措
和保障措施，形成一个一个可操作、
可督查、可考核的行动方案，并抓好
推进落实。要高质量高标准筹备开
好实施“四大战略”推进会等，力争达
到提振精神、鼓舞士气、促进工作的
目地。

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市级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日前，我市
印发《落实<关于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合作协议>责任分工方案》，围绕
共同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区，加快推动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落地落实。

今年 9月 29日，在全省实施“一干
多支”发展战略、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
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成都、德阳、眉
山、资阳四市共同签署《关于加快成德
眉资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深入推进
区域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
环保、公共服务、户籍管理、人才流动、
政策协调“八个同城化”，共同建设具
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
代化大都市区。此举标志着成资同城
化发展进程加快，资阳融入成都进入
了新阶段，对于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
空新兴城市，推动新时代资阳发展新
跨越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推动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的
及早落地落实，我市制定的《方案》采
取清单式、条款式、项目化的方式，对
协议事项进行梳理，形成了 8 个方面
36 项工作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牵头
单位和责任部门，明确完成时限，确保
落地落实。

《方案》8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推
动区域规划同城化，加快形成同城化
发展新格局；推动基础设施同城化，构
建同城化发展基础网络；推动产业布

局同城化，构建同城化产业生态圈；推
动生态环保同城化，共建沱江流域生
态示范带；推动公共服务同城化，实现
生活品质一体共享；推动户籍管理同
城化，实现户籍待遇标准统一；推动人
才流动同城化，实现高端人才自由流
动；推动政策协调同城化，实现区域统
筹平衡发展。

其中的重点内容有：以加快编制
成资同城化发展战略规划、空间规划、
沱江发展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4 项
任务，推动蓝图共绘、功能统筹；以加
快推进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铁路、
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建设等 16项
任务，推动构建成资半小时交通圈；
以加快建设成资产业合作园区、成渝
中部现代物流港、成都平原东部旅游
环线等 6 项任务，推动成资产业统筹
布局、优势互补、协作配套、成链发
展；以加快推进沱江生态廊道建设、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2项
任务，推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
以建设成都中心城市教育资源功能
配套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功能配套
区等 4 项任务，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同
城 共 享 ；以 加 快“ 互 联 网 + 户 政 服
务”、加强人才交流、争取自主创新示
范区政策辐射资阳等 4 项任务，推动
户籍管理、人才流动、政策协调同城化
改革突破。

本报讯（记者 李梅）11月 13日，市
委书记陈吉明到雁江城区、乡镇调研
督导河（湖）长制工作落实和环保问题
整改工作。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参加。

陈吉明先后到九曲河出境断面监
测点、老君镇阳化河双河大桥、老鹰水
库实地调研。

九曲河是我市水污染防治的“硬
骨头”。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改进
度、成效如何，还有哪些突出问题没有
解决？陈吉明来到九曲河示范段，查
看水体水质和溢流口，详细了解整改
情况。通过采取控制污染源，增大污
水处理能力，对截污干管及拦水坝进
行排查梳理，疏通堵塞检查井等措施，
今年来九曲河流域水质有了一定改
善。陈吉明指出，要持续用力扎实抓
好整改，重点要加快城区雨污分流管
网改造、城区截污干支管和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确保如期完成治理目标。

在阳化河治理上，我市规划了生
活污水治理、垃圾一体化、工业废水防
治、畜禽污染整治、面源污染控制等 8
大工程 61个项目。当前，治理工程项
目正有序推进。在老君镇阳化河双河
大桥，陈吉明听取了阳化河治理和环
保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严
格落实既定方案和部署要求，锁定总
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加快项目实施
进度，强力推进河流环境综合治理，确
保水质持续改善。整改过程中要坚持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问题导向、精准
施策的原则，注重统筹推进，严格禁止

“一刀切”等敷衍整改。
老鹰水库是资阳城区饮用水水源

地。为加强老鹰水库水环境治理保
护，保障资阳城区生产生活用水，我市
加强了一二级保护区的修缮管理，开
展了面源污染治理，开工建设望水河
泄水工程，加快推进张家岩水库直接
引水至老鹰水库管道工程前期工作，
推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立法，今年以
来老鹰水库水质全面达标。陈吉明强
调，要巩固治理成效，努力消除薄弱环
节，确保水质持续稳定向好；要主动加
强与成都市的协调对接，加快推进“张

老引水”工程和望水河泄水工程，从根
本上改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陈吉明还调研了临空经济区成资
大道等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情况，指出
要认真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决策部
署，抢抓成资同城化发展重大机遇，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建设
临空产业新城。

市领导刘铁、周燕、雷刚、周月霞，
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督导。

□ 本报记者 李远雄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构建“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市
委四届六次全会聚焦建设成渝门户枢
纽、临空新兴城市发展定位，为乐至未
来发展明确了主攻方向——加快建设
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奋力推动乐
至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围绕这一主攻方向，乐至县委十四
届五次全会作出了明确部署：“聚焦成
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发展定位，做好
做足‘绿色发展’和‘配套成渝’两篇文

章，坚定实施‘一个愿景、两个目标、三
大战略、四大支撑、六项重点任务’的总
体工作部署……”

乐至县委一班人深刻领会省委、市
委全会精神，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
提士气，全力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

审时度势
明晰发展方向奋力前行

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是
推动乐至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之举。围绕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乐
至审时度势、认真研判，进一步明确了
未来主攻方向。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和市委四届
六次全会召开之后，乐至未来的发展方
向越来越明晰：乐至作为欠发达地区，
必须树立“后发更要高起步”的理念，把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
展动力”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构建绿色、
低碳、可循环的产业体系，下好绿色发
展“先手棋”，为未来发展积蓄强大发展
后劲。

同时，着力绿色发展、配套成渝，形

成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深度融合
的绿色发展格局，全力打造成渝中部绿
色产业集聚区、优质农产品供给区、生
态旅游度假区、宜居宜业典范区，让乐
至成为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样板。

为此，乐至主动把握发展大势、积
极抢抓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越和
绿色生态的最大优势，做足做好“绿色
发展”和“配套成渝”两篇文章，错位竞
争、差异发展，搭上成渝经济发展快车，
倾力打造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支
撑乐至在成渝中部加速崛起。

（下转二版）

陈吉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
重大决策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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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 抓落实 求突破 提士气
全力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立足实际求突破 坚定信心促发展
——乐至加快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

我市加快推动成德眉资
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落地落实

□ 本报记者 蒲敏

市 财 政 局 近 期 公 布 ，
2018年，资阳全市落地
项目投资总额是 2016

年、2017年总和的约14倍；
项目平均落地周期比全省平

均周期提前50天以上，排名全省
第4位。

2018年，全市奋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超额、超时间进度完成
省下达目标。

以“项目”谋发展
强基础 促转型 惠民生

2018 年是资阳项目投资攻坚年，
年初决定“干”出速度和效果的 251 个
市级重点项目，在 10月底，就完成了投
资 367.9 亿元、占年计划的 74.8%，占全
年“三个量化”（量化目标任务、量化责
任主体、量化时间进度）目标任务的
103.8%。

10 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8.1
亿元，占省下达年度计划的 124.7%，超
时间进度 41.4个百分点。

2018 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与
往年相比，在“五区共兴、一体发展”新
思路下，以“项目”谋发展，已成为引领
前进的无限动力。

强基础——

2018年，资阳中心城区娇子大道西
延线续建无惧暑寒，强力推进，在机器
的轰鸣声中，开启了全市的开放之门。

2018 年，临空经济区“口字型”道

路框架雏形初现，笔直且无红绿灯设计
的“成资大道”直通天府国际机场，资阳
和世界各地的距离由此拉近。

2018 年，毗河供水一期工程进入
尾声，“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的承诺回
荡山谷，乐至、安岳半个世纪的吃水梦
即将成真。

2018 年，全市电商市场红火。乐
至县龙门乡棕树村大米在京东网上的
每斤售价已经超过 10元。这得益于中
国电信宽带乡村工程的实施，在通信重
点项目的支撑下，畅通了农家产品的网
上销售之路。

“项目”是做强基础的保证。2018
年，我市基础设施“项目攻坚”，为建设

“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铆足了
劲头，提振了信心。

促转型——

2018年，总投资 140亿元的口腔装
备材料基地（中国牙谷）等 22个项目实
现新开工。到目前为止，牙谷科创园项
目、四川天府口腔医学职业技术学院主
体建设工程基本完工。

2018 年，四川普洲奶牛养殖场二
期前期工作开展有序，四川畜牧业种源
基地等 11 个新开工项目启动建设，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而厚
重的基础。

2018 年，围绕加快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启
动中国（安岳）柠檬小镇等 7 个新开工
项目建设；加快乐至县鞋材交易市场等
4个项目前期工作；强力推进前后科技
西南（资阳）电商城（一期）等 10个续建
项目建设。

“项目”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动
力。全市根据工业、农业、服务业转型

发展的需求，用融合、全域、创新的发展
的理念，拓宽视野，让产业转型发展驶
入快车道。

惠民生——

2018 年，资阳城南片区五显棚户
区改造如火如荼，城南骏兴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开工。困难群众“住”的问题
不断改善。

2018 年，资阳天立国际学校即将
竣工，四川天府口腔医学职业技术学
院、四川环境科学职业技术学院等 24
个项目新开工，市民百姓关注的“资阳
教育”焕发出新的希望。

2018 年，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期
项目前期工作启动，解决群众“行”的问
题翻开了新的篇章。

2018 年，全市脱贫攻坚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5.5亿元，启动安岳县、乐至县
扶贫新村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雁江区、
乐至县易地扶贫项目建设，贫困村群众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更为具象。

2018年，阳化河(雁江段)生态绿廊
及水系治理等 5 个新开工项目建设；
资阳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
等 9 个项目进入前期工作；安岳县柠
都河海绵公园等 2 个续建项目强力推
进……从呼吸的空气到喝的水，普通
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融入了“绿色
发展”。

改善民生，项目是重要支撑。我市
加快民生项目建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发展带来的变化，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

以“攻坚”促进度
聚合力 勇推进 破瓶颈

数据记载成绩，成绩振奋人心。但

是，成绩的背后也伴随着成倍增加的工
作，和咬牙坚持推进的艰辛。

“中国牙谷项目的推进，通过项
目 指 挥 部 来 统 筹 ，通 过 资 阳 高 新 区
落实。”11 月 7 日，资阳市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唐文在向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刘仆介绍四川天府口腔医学职业技
术学院时，激动地说：“2017 年 11 月
15 日晚，四大班子为我们开通绿色
通道，提出四个要求：一是锁定时间
节点，二是学习借鉴经验，三是实施
容缺后补，四是充分授权。当时，我
刚从资阳市房管局抽调到牙谷指挥
部，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处于亢
奋状态。”

2017 年 12 月，项目用 43 天就完成
了一期 180多亩的征地工作，共完成拆
迁 480 多户。到 2018 年 11 月，不到一
年时间里，学院的主体工程基本建成。

“省政府提出要在 2019年 9月实现
招生的目标，我们有信心完成！”唐文对
此坚信不疑。

聚合力——

2018 年，围绕项目投资工作任务，
我市形成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责任单位三级调度工作责任，凝聚
各方合力，务实高效推进工作，压实三
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

一方面严格分级调度项目投资工
作。建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双月调
度、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每月调度、项
目推进责任单位每旬调度项目投资工
作的三级调度机制，对全市项目投资工
作重大困难、重大问题、重要事项进行
专题分析、研究、解决，制定具体推进办
法措施并督促落实。

（下转二版）

紧紧抓住项目 干出速度和效果
——我市今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