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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仁松到资阳临空经济区调研时强调

精准定位科学规划强化衔接组团布局
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临空产业新城

段再青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何柳）4月 13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吴旭到雁江调研特色
商业街区打造情况，并开展九曲河巡
河工作。

圣高商业广场位于雁江城东新
区，目前已签约入驻 40 余商户，开业
商家 30 户。吴旭一行走进街区实地
查看，详细了解街区日常管理、商铺经
营、商业业态布局等相关情况。吴旭
指出，要精准定位，合理布局业态，特
别是要深入挖掘和融入柠檬等资阳本
地特色元素，注重细节打造，突出街区
主题特色和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文
化品位，彰显城市品质，展现资阳形
象。要着力增强消费吸引力，积极打
造多业态融合的消费新模式，满足群
众多层次消费需求与体验，增加更多
可购、可玩、可体验的区域，让游客留
得下，吃得好，玩得乐。要继续加大推

介宣传和招商力度，强化专业招商，切
实提升软硬件水平，做好入驻企业的
服务工作，不断增强商贸集聚能力和
辐射功能。

随后，吴旭来到沱江九曲河自动监
测站，了解近段时间九曲河水质情况。
她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河长制的相
关要求，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
配合，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
题，加快实施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要加强
对九曲河沿线污染源的排查和管控，依
法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进一步巩固
前期成果，杜绝问题反弹。要严格落实
河长巡查制度，督促各级河长履职尽
责，切实提升日常巡查的能力和水平，
持续改善九曲河水环境。

副市长许志勋、市政府秘书长孙
智参加相关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4月 14日，
成德眉资四地政协委员在我市开展同
城化“菜篮子”建设联合视察活动。市
政协主席陈莉萍、副市长周月霞参加
视察。

本次联合视察由成都市政协牵
头，协调成立对口协商领导小组，成
都、德阳、眉山、资阳市政协分管领导
及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参加。 视
察组一行先后视察了乐至县阳化河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乐至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安岳县宝森柠檬产

业园和安岳县工业园区华通柠檬公
司，对我市农业产业发展，农业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和科技服务、农产品流通
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

委员们边走边看，认真听取了情
况介绍，积极互动交流，探索同城化发
展良策，认为资阳产业特色鲜明，发展
前景广阔美好，“菜篮子”建设保持了
良好发展势头。大家纷纷表示，将按
照同城化发展要求，齐心协力，共建共
享，全力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菜篮
子”工程建设。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4月 14日，
我市召开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质量安
全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中央、省、市近期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部署
临空经济区项目质量安全生产工作。
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质量安全问题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不能有一时一刻
的放松、一丝一毫的懈怠。各级各相关
部门、参建各方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质量至上的理念，时刻绷紧质量安全生
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各项

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发生。要突出质量安全管理重点，全
面落实工程质量安全各项措施，持续排
查整改质量安全隐患，强化工程建设质
量监管，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各项工
作。要压紧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施工单位、
勘察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质量安全生
产责任，坚决杜绝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努力把临空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成
为优质示范项目。

副市长舒勇主持会议。

□ 本报记者 苏秋伃

发展靠项目，项目靠招引。招商引
资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
线”。回望我市经济发展的种种成就，
招商引资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站高谋远、科
学定位，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新时代资
阳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2019年，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紧紧围绕对外开放
大局，聚焦“全面落地落实年”工作主
题，围绕项目核心搭建合作平台，新签
约纳入省上统计成果项目 46 个，投资
总额409.23亿元；引进到位国内省外资
金 321.97 亿元，到位外资 4.02 亿元，超
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内资外资并进
推进招强引优

去年，全球最大的隐形牙套生产企
业爱齐公司投资3.6亿美元在中国牙谷
建设口腔装备材料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随着日本桃屋精品榨菜项目的引进，我
市的全日资项目实现“零的突破”；推动
四川现代转股增资，增资后投资总额将
达 56.59亿元，今年 1月，四川现代由现
代汽车 100%持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外
商独资商用车企业，更名为现代商用
车。

去年，我市新签约引进辽宁金天马
专用汽车、广东捷邦电子元器件、中石
油天然气净化厂二期、广东丰源环保型
新材料等重点项目。

去年，引进上市公司红星美凯龙建
设星奥莱城市商业综合体、非凡中国控
股建设体育小镇项目；引进清华大学建
设研究设计院建设 TUS 固模材料、广
东惠州丰源建设环保型新材料基地、江
苏一诺建设现代建筑支撑系统生产基
地等现代装配式建筑项目；引进“中国
500 强”企业三一重工建设 PC 绿色建
筑工厂项目，全市累计引进“三类”500
强企业36户，投资合作项目63个。

去年，市、县联动围绕“成资同城
化”“中国牙谷”“临空新城”等主题举办
专题活动开展精准招商；在温州成功举
办鞋服推介会，实现“三州一都”鞋服推
介全覆盖。

一年来，项目招引作为我市经济工
作的重中之重，全力推进。聚焦产业抓
项目，我市采取突破性举措，围绕产业

功能区规划，细化了《现代服务业招商
引资工作方案》，绘制招商地图，建立了
招商引资动态项目库，目前已收集项目
58个，其中在谈项目30个；建立了行业
招商引资资源信息库，目前，已收录目
标企业200余个。

多平台招商引资
促进项目落地落实

2019年，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发展大
会与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两大国际经
贸活动在我市成功举办，资阳在世界面
前华丽亮相，实现举办国际性经贸活动

“零的突破”。
同年，我市组织四川南骏、四川现代、

宏泰熊猫等约200户企业600余类“资阳
造”产品亮相各大展会，（下转02版）

目前，资阳临空经济区首期
项目已全部复工，根据项目建设
需要，2300个管理、施工人员已全
部返岗，实现返岗率 100%，现场
34 个作业点、128 万平方米的施
工作业面已全面铺开。

其中，产业孵化中心项目施
工现场场地整理、地下室基坑边
坡支护已完成，项目部、生活区等
临建工程完成，正在进行基础清
槽、垫层浇筑、灌注桩钻孔。

本报记者赵明 秦建华摄

吴旭到雁江调研并开展巡河工作

加快打造特色商业街区
持续改善九曲河水环境

成德眉资推进同城化“菜篮子”建设
陈莉萍参加视察

临空经济区项目质量安全专题会议召开
段再青出席

开放兴市做优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综述

资阳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能
职责包括：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牵头组织改善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指导全市乡村特色产业、农产
品加工业（产地初加工）、休闲农业
和乡村企业发展工作；负责全市种
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
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
等农产品生产，负责渔政、网具监督
管理；负责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全市农业资源
区划和资源保护工作；负责全市有
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
监督管理；负责全市农业防灾减
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
负责全市农田建设管理；指导全市
农业农村人才工作，制定农业农村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规 划 并 组 织 实 施
等（详见资阳市农业农村局官网，
网址：http://nyj.ziyang.gov.cn/）。

节目直播时段，资阳市农业农村
局班子成员将走进《阳光问政》直播间
与您共同关注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等全市“三农”话题，接受现场

问政，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

映，现在就可以：
1、在《今日资阳》客户端、资阳

网论坛以及“掌上资阳”“资阳日报”
“资阳发布”微信公众号留言；

2、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到直播现
场提问；

3、拨打《阳光问政》热线电话：
028—26116789。

我们将把您关注的问题带进
《阳光问政》直播间。如果您有问题
想直接询问市农业农村局班子成
员，可以在直播时段直接拨打热线
电话。

届时，《阳光问政》节目将通过
《今日资阳》客户端、资阳电视台新
闻综合频道、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
合广播FM103.5、资阳网和“资阳日
报”“掌上资阳”“直播资阳”微信公
众号同步直播。

资阳新闻传媒中心（筹）
资阳广播电视台
2020年4月13日

成
资
大
道
施
工
现
场
。

纵
二
路
下
穿
隧
道
施
工
现
场
。

产
业
孵
化
中
心
施
工
现
场
。

临空经济区
建设如火如荼

聚焦政务服务 回应群众关切 转变干部作风 提升行政效能

《阳光问政》第十一期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

4月29日晚8点问政市农业农村局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总体国家
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已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为推动
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向深入，引
导广大公民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在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到来之际，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读本——《国家安
全知识百问》。该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分为全面领会总体国家安全
观、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推动形成
维护国家安全强大合力 3 个部分，共
110个知识问答。全书坚持政治性、思

想性和通俗性的统一，体现党中央最新
精神，反映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紧贴
国家安全工作实际，内容力求简明扼
要、务实管用。本书对于普及国家安全
教育和提高公民“大安全”意识，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书中还配插了
相关图片、图示和视频二维码，进一步
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

《国家安全知识百问》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4 月 14 日，
市委书记廖仁松率队到资阳临空经济
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站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资同城
化发展的高度，精准定位、科学规划，强
化衔接、组团布局，高标准建设高品质
生活宜居临空产业新城，为加快推进成
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参加调研。

廖仁松先后来到资阳临空经济区
清泉片区标准厂房拟选址地，轨道交通
资阳线临空经济区纵四路、大高寺、纵

二路拟选站点，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
心和纵二路试验段项目建设现场等地，
认真听取轨道交通资阳线临空经济区
拟选站点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临空经济
区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廖仁松指出，轨道交通资阳线是成
资同城化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提升
资阳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推进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坚持科学规划设计，加快
选址论证，合理设置站点，有力有序做
好各项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充分考虑轨道交通辐射带动
作用，提前谋划沿线产业提升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优化空间格局、完善城市功
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更好惠及群众。

廖仁松强调，要结合临空经济区功
能定位，深化与成都对接合作，科学合
理布局城市组团。要坚持以人为核心
推进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加强城市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品质，进一步增强城市吸引力、
承载力和辐射力。要加快推进产业孵
化中心项目建设，细化完善规划展示馆

设计方案，优化项目建设时序，整体推
进孵化中心岸线景观工程方案和市政
道路设计。要立足资源禀赋，突出城市
山水特色，推进城市景观示范段项目建
设，高标准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城市的
新典范。要牢固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
创新完善城建项目包装、投融资等模式
和运行机制，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市委常委、秘书长周燕，副市长舒
勇，临空经济区和中信建设集团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