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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一体推进

“市委的报告用战略家的智慧，明确回答了在
‘首位战略’背景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资阳、怎样
建设资阳这一‘时代课题’，为新时代资阳发展找
到了‘魂’。”雁江区委副书记、区长，党代表杨天学
表示，雁江区作为全市唯一市辖区，将主动担负

“首位战略”的发展重任，在“融通”“融城”“融产”
“融合”上下功夫，奋力打造成资同城化的“桥头
堡”，推动雁江高质量发展实现深层次变革。

“我们将坚定贯彻‘首位战略’，加快崛起成渝
中部！”安岳县委书记、党代表贾发扬表示，安岳将大
力实施“1324”战略，加快建设成渝中部重要节点城市
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加快建设成渝中部开放高地、
成渝中部特色产业基地、成渝中部次级交通枢纽、成
渝中部生态文化魅力之城，着力将安岳建设为成都
东进“协同区”、融入重庆“桥头堡”、开放合作“新平
台”、投资促进“新洼地”。

“位于成都东出第一站、成渝黄金分割点的乐
至，将勇担‘首位战略’职责使命。”乐至县委书记、
党代表文勇表示，该县将主动融入成渝、配套成渝、
借力成渝，加快建设成渝相向发展联动区、成都东
进发展协同区、乐简交界发展示范区。通过融入成
渝主轴“通勤圈”、联动成渝产业“生态圈”、做大成
渝协作“朋友圈”等举措，全力打造绿色生态之城、
宜居宜业之城、开放包容之城，奋力在成渝中部追
赶跨越、加速崛起。

“将高新区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招大
引强的先行区、工业发展的先行区、科技创新的先
行区、绿色低碳的先行区。”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党
代表邓继红思路清晰，高新区将纵深推进体制机
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做优发展平台，建成成渝
重要的现代制造与科创基地，加快建设创新引领
型国家高新区；加快推进成渝电子信息创新创业
园等多个成资同城化项目建设，抓实项目支撑；错
位发展轨道交通、商用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
口腔装备等产业，强化产业协同。特别是要加快
中国牙谷建设，辐射带动“口腔+”产业全面发展，
真正打造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中国牙谷。

“围绕实施‘首位战略’，我们将下好成资同城
化先手棋，提升枢纽门户功能，建设科学化布局、
精细化管理、集约化发展的高质量临空新城！”临
空经济区党工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党代表林显
奎表示，临空经济区将加快建设成渝高端智造新
基地、巴蜀文化艺术新地标、天府空港田园新样
板，积极创建现代化国际化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
区，加快打造成渝相向发展新兴增长极核。

部门各尽其能

“建设绿色生态的山水魅力公园城市，正是我
们落实‘首位战略’、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目
标定位！”市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党代表李建
英表示，下一步，该局将紧紧围绕建设“公园城市”
这一时代课题，以成资同城化为引领、现代化城市
为标杆、改革创新为活力、重大项目为支撑，着力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彰显城市特色，全

面提升城市形态、业态、生态、文态。
针对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教育体育、文旅发展

等事关民生的内容，党代表们纷纷谈打算。
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党代表高远表示：

“我们将重点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推进健康资阳行动，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
动改革。力争通过五年努力，以健康为中心的整合
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医疗服务和公共卫
生服务供给更加充分、优质、均衡，全民健康水平进
一步提高，主要健康发展指标达到全省先进水平！”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党代表卿明华
表示：“医保部门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深化区域协
作发展，努力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有序推进双城经济圈医保同城化，大力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不断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全面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党代表文富洲表示：“我们将始终聚焦‘为青少年一

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根本目标，落实
‘五育并举’，坚持立德树人，在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标准化学校建设、改善提升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综合素养等方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公
平的资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体育。”

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党代表谢劲松表示：
“全市文广旅系统将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格局，拓
展产业融合链条，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提升现
代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推进‘产城景’多元
融合，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建设具有国
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巴蜀特色文化旅游目的
地，为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供新动力源。”

中国西部看成渝，成渝之心看资阳。
站在市第五次党代会的新起点，坚决贯彻落

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位战略”，一张蓝图绘
到底，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担当作为，“五个城市”
建设的美好目标必将实现！

主轴枢纽连成渝 大道通衢达天下

□ 全媒体记者 胡佳音

11月23日上午，在资阳市
第五次党代会开幕大会上，蒋
天宝代表四届市委作报告。
报告提出，今后五年要以推进
追赶跨越为使命，坚定贯彻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首位
战略”，坚持同城牵引、创新驱
动、工业强市、城乡融合、开放
赋能发展路径，加快打造成渝
主轴枢纽城市、临空经济示范
城市、山水魅力公园城市、开
放创新活力城市、幸福和谐文
明城市，朝着建设成渝门户枢
纽、临空新兴城市目标坚定前
行，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资阳新胜利。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就是我们的‘首位战略’！
成资同城化发展就是我们的

‘先手棋’！”“立足区域发展，
‘首位战略’赋予我们重大使
命！”市委报告就“首位战略”
发出的新号召、作出的新部
署，成为参会各党代表讨论的
焦点。

□ 全媒体记者 黄志禄

“成渝客专建成运营，成
自宜、成达万、成渝中线高铁
设站资阳，轨道交通资阳线
正加快建设，成渝、渝蓉、成
资渝、内资遂、遂资眉等高速
公路穿境而过，成资大道、成
资临空大道等快速通道即将
正式通车……”11月23日，在
市第五次党代会上，作为通
衢八方的成渝主轴枢纽城市，
资阳的交通路网被代表们多
次提及。

市委报告提出，要将我市
打造成通衢八方的成渝主轴
枢纽城市，全域融入成都半小
时、重庆1小时通勤圈，促进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
集聚，壮大发展平台，做强枢
纽经济，打造成渝主轴重要支
点、国际门户枢纽、区域消费
中心、同城化发展样板。未来
五年，我市将坚持“外建大通
道 、内建大网络 、共建大枢
纽”，加快构建“8 高 11 轨 16
快”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今年6
月投入运营的天府国际机场
更为成渝主轴枢纽城市提供
了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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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战略”赋使命 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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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高速与遂资眉高速迎接互通枢纽。（资料图）

勇担使命开新局 追赶跨越谱新篇
为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热点聚焦

城因“““““““““““““““““““““““““““““““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而兴

资阳是四川省唯一直接连接成渝的“双核”
城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平原经济区、
成都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迎成都、东接
重庆名副其实的“双门户”城市。代表们认为，随
着我市加快构建“8 高 11 轨 16 快”立体综合交通
网，全域融入成都半小时、重庆 1小时通勤圈已成
为现实。

如果说城因业而兴，那么交通就是资阳这座
“双核”城市辐射力的有效载体。乐至县商务和经
济合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党代表李平南说，建设
通衢八方的成渝主轴枢纽，就乐至而言，现在已经
通车的有3条高速，且正在规划建设成渝中线和成
达万两条高铁，交通路网的形成对乐至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大格局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
乐至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有极大的提
升，同时也将带动消费提档升级。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列席人员曾洪
光说，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成资同城化发展战略部署，
坚持以交通强市建设为总揽，按照适度超前、系统
观念、规划统筹、融合发展和衔接联通的总体原则
和“成资引领、渝资突破、周边畅联、市域提升”的
建设思路，放眼全国并对标东部发达地区，发挥比
较优势加快先行先试和示范打造，着力建设“一枢
纽两区两中心”，加快建设成资 1小时通勤、资渝 1
小时通达、市域1小时畅达“3个1小时”交通圈。

代表们认为，我市围绕交通强市建设，紧扣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成
资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的总目标，必将为全市交通可持续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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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之间是资阳，通达始于畅。

报告提出，着力“融通”构建外畅内联通勤圈。
雁江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党代表姚忠志
说，要用好交通优势，加快建设枢纽快速通道。

曾洪光认为，在交通区位上，资阳是全省唯一
直线连接成都、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地级市，
是联动川南、川东北两翼的纽带，中心城区距双核
主城区的距离之和为 260 公里，低于内江（291 公
里）、遂宁（287公里）等成渝发展主轴沿线城市，是
成渝直连通道几何中心。

在战略机遇上，资阳是全省唯一既属成德眉资
同城化区域又紧邻重庆都市圈的地级市，承担着做
强成都都市圈主干极核东向南向门户、深化成渝
相向发展的双重责任。在下好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先手棋”引

领下，资阳全域将纳入成都东部新区统筹规划，协
同建设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沱江绿色发展经济
带，整体打造成渝相向发展先行示范区。

在枢纽布局上，资阳是距离天府国际机场航空
枢纽最近的地级市（直线距离 18公里），周边枢纽
港站集聚，可依托全域临空及临港优势构建成渝中
部最大的客运中转换乘和物流集散中心，加快打造
成都东部“空铁公”综合交通枢纽。

让代表们振奋的不止于此。目前，成资渝高速
公路临空西、资阳回龙、乐至通旅、安岳西收费站已
正式开通，至此，成资渝高速资阳境内正式开通的

收费站已达6个。此外，资中（经安岳）至铜梁高速
公路、成渝高速扩容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
进；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加快建设，其中成资大
道改造段已具备通车条件。成都东西城市轴线资
简段已启动建设；成都东西城市轴线乐简段正在进
行招投标，预计年内启动建设；资安快速通道、乐金
快速通道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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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我市将建成轨道交通资阳线和成渝
中线、成达万、成自宜高铁，开工建设成都外环铁
路、绵遂内铁路，共建“轨道上的都市圈”。推进成
渝高速扩容、成都东西城市轴线（资简段、乐简段）
建设，建成资中至铜梁高速、成资大道、成资临空
大道等重大项目，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
提高通勤效率，降低通勤成本。对接成都天府空
港、国际铁路港枢纽，规划建设物流基地、集散枢
纽、分拨中心，畅通多式联运网络，使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雁江区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党代表蒋
晓梅说，报告深入分析了资阳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提出了加快打造“五个城市”的具体目
标，特别是打造通衢八方的成渝主轴枢纽城市，
完善和丰富了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的时
代内涵，让美好蓝图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
到 2025 年，我市将高质量完成“构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一体化交通网”建设，全市“一枢纽两
区两中心”地位加快确立，设施网络、服务网络、
交通运维、出行环境等交通行业总体发展水平
将大幅提升。

代表们认为，未来五年，我市交通设施网络将
更加便捷顺畅，新增铁路将覆盖安岳、乐至两县，
高快速公路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成渝主轴枢纽
基本建成，助力资阳崛起成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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