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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办公室主任 黄金：
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市上下掀起

了“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大讨论热

潮。遂宁如何实现“加快发展、弯道

超车”？一是要以正视听，科学理性

地认识“弯道超车”的本质要求，遂

宁就要敢于亮剑，逆势而上。二是

要大刀阔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改革，遂宁要由“农业大市”向“农业

强市”的转变。三是要兼收并蓄，吸

收、聚集、利用好人才，通过人才杠

杆撬动遂宁的经济发展。四是要发

挥优势，在“弯道超车”中强化责任

担当，发挥好每一名政协委员的优

势，贡献每一名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

量。

市政协研究室主任 姜河：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是遂宁在

当前发展下的必然要求和选择，要实

现“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必须领会

内涵坚定信念，抢抓机遇先行先试，

平稳驾驶安全超车，适时“变道”“换

挡”“加油”。要立足本职服务大局，

贡献“弯道超车”新动能，在履职尽责

上有新作为，在脱贫攻坚上下深功

夫，在本职工作上作新贡献。作为市

政协研究室主任，要做好“以文辅政”

的本职工作，做好市政协的宣传信息

工作，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抓好能

力建设，为推进政协工作的开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市政协提案委主任 陈雪峰：
要客观认识遂宁“加快发展，弯

道超车”的基础，有利条件是遂宁有

明显的区位优势，绿色发展模式和拥

有加快发展的外力；但遂宁经济总量

太小，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太

弱。奋力推进遂宁实现“加快发展，

弯道超车”，要强力推进“七大提升行

动”，强力推进改革创新和作风转变。

提案委要广泛征集加快发展的有用之

策、弯道超车的务实之言，加大提案的

督办力度，使之尽力转化为各级党委政

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尽快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办理成效，为遂宁“加快发展，弯

道超车”贡献政协提案力量。

市政协经济委主任 衡准：
投入、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市县（区）、园区要以

项目为抓手，多上大项目、好项目，致

力做大做好实体经济。要进一步加大

城镇化建设的投入，让城镇成为“加

快发展，弯道超车”的载体和平台。

要依托现代物流业，发展大商贸，打

造大物流，建设大市场，推动现代服

务业的结构优化和升级。要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农业生产性

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农村经济的转

型发展和快速发展。

市政协农资委主任 熊云权：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是遂宁工

作的方向和目标。如何实现“加快发

展，弯道超车”？遂宁要充满自信，要

有敢为人先、永不服输的精神。要有

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

要创新招商引资工作方式，进一步强

化以企招商、专业招商、选择招商；要

努力解决发展中资金瓶颈的问题。要

做优发展环境，保护好山体水体，把

遂宁打造成生态山水城；要不断提升

发展的软环境，用改革的措施落实解

决服务不到位、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积极

履职。

市政协教科文卫委主任 黎敏：
“加快发展”是方向、是目标，“弯

道超车”是方法、是手段。“加快发展、

弯道超车”，要求我们打破常规、实施

赶超，要发挥后发优势，奋起直追，实

现跨越赶超发展。“加快发展、弯道超

车”，要求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

在全省发展大局中要有遂宁一席之

地，要有遂宁的强劲声音。“加快发

展、弯道超车”，要求我们胆大心细、

蹄疾步稳，“法无禁止即可为”，创造

令人称道的遂宁速度、遂宁奇迹。“加

快发展、弯道超车”，要求我们履职尽

责，撸袖实干，教科文卫委要在助推

脱贫攻坚中有新作为。

市政协文联委主任 彭玉华：
遂宁具备“弯道超车”的基础和

独特条件，具有后发赶超的潜力和

优 势 ，完 全 可 以 实 现“ 弯 道 超 车 ”。

遂宁实施“弯道超车”战略的主要领

域是优势产业、生态文明建设、对外

开放、城乡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教育、创新驱动。实施“弯道超

车”战略，要坚持创新发展，在一些

关键领域走在全省前列或实现西部

争先；要深入实施改革突破，坚定不

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

持对内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 ”、长 江 经 济 带 、成 渝 经 济 区 建

设；要深入推进实干兴遂，全力打好

脱贫攻坚战，全力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市政协地联委主任 牟菊修：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是遂宁富

民强市的必然选择。

“发展”是前提，“超车”是方法。

客观分析遂宁近年来的发展，有基

础、有条件、有机遇，区位优势和产业

优势为弯道超车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

撑。作为政协人，要精心选题，搞好

调研、视察，为市委、市政府“加快发

展、弯道超车”建好言、献良策；要谏

行出力，主动融入投身到加快发展弯

道超车大讨论活动中，认真履行好委

员的职责；要主动服务，投身到遂宁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的服务行列

中，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绿色

经济强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市政协机关党委书记 高玲：
遂宁“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是切

实可行的，有很多可以成功“超车”的

优势和底气，要保持发展定力，主动

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政协助推

跨越超车大有作为，要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建箴言、出良策，以政协的智慧

和力量努力推动加快发展、助力实现

弯道超车。作为市政协机关党委书

记，将重点围绕“加快发展、弯道超

车”的保障问题，谋划我们的工作，以

上率下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坚持“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争做“三个

表率”，为机关党员干部做出榜样。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主任 郭 芸：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是全市广

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期待和各级干部的

职责所在、使命担当。我们要紧紧围

绕“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主题加油实

干，“弯道超车”比拼的是速度和机

遇，要在新的平台领域上抓机遇、在

协商议题和方式方法上下功夫、更好

地提高建言献策质效。要切实为“加

快发展、弯道超车”提供坚强保障，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以敏锐的政治意

识去认真研究、以转型的经济视觉去

认真思考、以负责的民生态度去认真

落实，确保“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各

项决策部署得以全面贯彻、有效执

行。

市政协副秘书长 夏和平：
经济新常态下，遂宁必须乘势而

上、超常发展，才能在新的经济大格

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加快发展、弯道

超车”，是遂宁发展现实需要，遂宁具

备基本条件，把握住机遇，遂宁便能

赢得未来。实现“加快发展、弯道超

车”，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巩

固成渝经济区内黄金节点城市地位；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深化农业供给

侧改革，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大力发

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加强区域经济交

流合作，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区；进一

步做优做美城市，突出遂宁城市的山

水特色；大幅度提升创新能力，加强

本土人才的培养；进一步优化政务服

务环境，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市政协机关纪委书记 陈红霞：
“弯道超车”，是赛车中的一个高

难度动作，不超车，就会落后；盲目超

车，也有危险。客观审视市情，实现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遂宁有基础、

有条件、有机遇。要提升思想认识，

增强“超车”的信心和决心，为遂宁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凝心聚力、献

智出力。要强基础抓关键固保障，把

准“超车”的方向和路径，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做大做强绿色产业，营造优

良的发展环境。要立足岗位履职尽

责，为实现“超车”目标主动作为，作

为市政协机关纪委书记，要抓好市政

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

安居区政协主席 李 劲：
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央决策部署，

抓住动能转化，结构调整。要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解决遂宁本土工业发展

滞后、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要着眼

于遂宁本土资源优势，发展农旅结合

产业。要抓住传统动能转化的核心要

素，加强制度创新，降低市场交易成

本，加强技术创新，引进先进技术人

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

的关系，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要

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压力层层递

减的问题，重建奖励机制。

蓬溪县政协主席 张 璋：
就全市而言，要加快“产业提升”

步伐，实施“工业强市”战略，要抓现

有企业，盘活存量；招大引强，做大增

量；培育品牌，提高质量。就蓬溪而

言，要围绕“主体功能区”定位，加快

“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推进

农业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坚持工

农结合发展。就蓬溪政协而言，要紧

扣“中心工作”，发挥政协优势，选题

要求准，围绕重点领域开展调研、视

察、专题协商活动；建议要求深，深入

基层，找准症结，形成针对性强、操作

性高的意见建议；效果要求实，建立

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增强委员履职积

极性，推动部门工作落实。

射洪县政协主席 李晓曦：
要锁定目标，完善规划，选择最

优“超车”路线，坚持“双轮驱动”，坚

持突出各区县、园区产业特色，合理

布局全市重点产业，坚定不移推进重

点产业向链条纵深发展。要抓住关

键 ，重 点 突 破 ，不 断 提 升“ 超 车 ”速

度。要科技支撑，创新驱动，持续增

强“超车”实力。要履职尽责，凝心聚

力，助力实现“超车”目标。全体政协

委员要进一步凝聚“超车”思想共识，

汇聚“超车”各方力量，优化“超车”清

正环境。

大英县政协主席 张 钰：
要认清形势，强化责任担当，应

势而谋、顺势而为，弯道发力奋勇超

车。要主动履职，在凝聚共识上下功

夫，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视察调研，认

真开展监督性强的履职活动，着力在

促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要强基固

本，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开展政协委

员学习培训，积极搭建委员履职平

台，健全委员履职考核机制，开拓延

伸政协工作触角。

船山区政协副主席 任晓敏：

作 为 一 名 政 协 工 作 者 ，要 注 重

发挥政协优势，加强认识，积极主动

开展调研协商，要聚焦重点，积极建

言献策；要彰显特色，着力推广协商

民主；要服务大局，推动经济发展；

要改善民生，推进脱贫攻坚；要提升

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抓好机关干部

和政协委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

建设。

（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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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开展“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大讨论

为遂宁跨越发展贡献每位政协委员的火与热

市政协开展“加快发展、弯道
超车”大讨论

精彩观点集锦②

4月18日至19日，市政协
系统“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主
席学习讨论会在蓬溪县召开。
与会人员围绕“加快发展、弯
道超车”主题积极踊跃发言，
当天共有15人发言，没有抢到
“话筒”的同志也提交了书面
发言材料。现将市政协党组成
员和各专委会主任以及县
（区）政协主席的发言材料摘
录如下。

市政协系统“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主席学习讨论会在蓬溪县召开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视察蓬溪县金桥新区产业发展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视察涪江四桥建设，希望加快进度，早日实现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