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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新一年要有新气象，新一年

要展现新作为。当前，市直各部门工

作作风转变情况如何？怎样抓早动

快，谋划实施全年工作？带着这些问

题，1 月 16 日，记者随机采访了市发改

委、市投促委、市农业局，采访了解这

3 个部门实现抓落实“马上办、务实

干”目标的新举措和新行动。

市发改委
先谋快动
工作部署比去年提前 20多天

1 月 11 日，市委办、市政府办就印

发了《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一季度经

济工作“开门红”的通知》。记者发

现，与去年相比，该《通知》不仅提前

了 20 多天，还增加了《遂宁市 2019 年

GDP 核算指标一季度“开门红”目标

任务分解表》，为各地抓早抓实抓细

年度开局工作，奋力实现一季度经济

“开门红”定准方向、赢得先机。

《通知》提出，全力确保各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快于全国、全省和快于

全 年 预 期 目 标 。 如 何 实 现 这 个 目

标？我市将从抓项目稳投资、抓生产

扩内需、抓招商释潜力、抓要素强保

障、抓运行稳预期等方面重点着力，

确保工作目标按时按质顺利实现。

据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喻和平介

绍，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

重视一季度经济工作“开门红”，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推

进措施落实，全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完成。对“开门红”工作重视不够、措

施不力、效果不佳的严格追责问责。

市投促委
定准方向
围绕目标“马上办、务实干”

在市投促委，综合部副部长杨长

武正忙着梳理文件资料。他告诉记

者，按照市委部署要求，2019 年全市

投促工作总的思路是扎实开展研究型

招商，突出抓好重点产业的延链补链

招商、龙头企业招商、高端产品招商，

加快构建“5+2+1”现代产业体系。

这个思路并不是随便定出来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 12 月 25 日至今

年 1 月 2 日期间，市投促委分别向市

委、市政府相关领导报告了 2018 年工

作开展情况及 2019 年工作打算，并梳

理归纳了具体要求和意见建议，确保

了工作思路的科学性和实际可操作

性。

据介绍，今年投促工作，我市将着

力推动研究型招商、推动汽车产业的

延链补链招商、推动 PCB 产业的龙头

招商等工作。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的条

条项项，而是有更为具体的推进措

施。比如推动研究型招商，市投促委

将与专业公司合作，就招商企业和项

目在项目市场、成长空间、财务风险、

融资能力等方面进行大数据分析，同

时将组建 8 个专业招商小组，围绕目

标企业开展上门精准招商。

杨长武告诉记者，市投促委将扎

实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一个产业一个

产业抓深抓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

实抓稳，确保投促工作取得更好成绩。

市农业局
坚定推进
做好产业兴旺“大文章”

“市农业局在对去年全市农业工

作进行全面系统总结的同时，就对今

年工作进行了考虑和谋划，其中产业

兴旺更是被重点强调。”市农业局办

公室主任陈中国说。

今年，市农业局将聚焦七大特色

产业带，制定土壤区划图和产业布局

图，分类制定 5 年推进方案，高标准建

设一批国省一流、适度规模的绿色农

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出台园区建设考

评激励方案，用 5 年时间，把园区建成

农村改革探索的试验区、农业功能拓

展和乡村文化传播的先行区、现代科

技推广的集中应用区。开展农地整

治、农田灌排渠系、机耕道路和耕地

质量提升等工程建设，建设农业“两

区”192 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 18 万

亩，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160 万吨以

上，生猪出栏 370 万头以上。制定完

善一批保障农产品安全的生产规范和

标准，在“三区三园”和规模经营主体

率先推行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全过

程标准化全覆盖，全域打造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市。坚持“育龙头”和“扶

产业”相结合，力争用 5 年时间，实现

每个优势特色产业都有一批市级及以

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村村都

有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社社都有

职业农民。

陈中国告诉记者，各级农业部门

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坚

定不移推进“一线两区七带”建设，着

力打造丘区“精致”农业先行区和乡

村产业兴旺示范区，加快推动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跨越，为建设成渝发展

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力量。

（全媒体记者 侯跃）

记者随机抽取市发改委、市投促委、市农业局，采访了解 3部门如何以过硬工作作风推
动落实今年工作

提前谋划“定目标”抓早动快“强落实”

本报讯（钱洪杰 蒲树 全媒体记

者 蔡志凌）记者近日从市经信委获

悉，以“互融互助 共建共赢”为主题

的“2019 成都平原经济区 8 市装备制

造产业协作配套对接会”日前在成都

举行，来自成都、绵阳、德阳、乐山、眉

山、遂宁、资阳和雅安 8 市的 754 家装

备制造企业代表、8 市装备制造产业

主管部门及商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议。

我市组织了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广发辐照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等 10 余

家装备制造产业骨干企业参加对接

会，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

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现场签约 2000 万元。

对接会现场，市经信委机械与装

备科负责人就我市装备制造产业的优

势及骨干企业进行了推介。“活动将

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与成都平原区协

同共融高质量发展。”该负责人表示，

在成都“主干”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和各区域板块“多支”的联动作用下，

我市产业发展将发挥得更好。

近年来，我市围绕“做强龙头企

业、聚集配套企业、壮大产业规模、形

成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集群，突破发展节

能环保装备、智能装备制造和机器人等

高端产业，发展壮大油气钻采装备制造

产业和电工电器产业，积极扶持农业、

矿山、工程等专业机械产业转型升级，

全力推动建设成渝经济区重要的机械

与装备制造基地。2018年，全市拥有规

上机械与装备制造企业 77 户，实现产

值 153亿元。

2019成都平原经济区装备制造产业协作配套对接会在成都举行

我市飞亚动力现场签约2000万元

（紧接 01版）成都入驻遂宁的蔬菜

企业（含食用菌）6 家，年销往成都

市场蔬菜约 7 万吨、食用菌 1.5 万

吨。随着“遂宁鲜”和天府源的合

作，成都机场、火车站、特产专卖店

都可见到“遂宁鲜”的影子。

成遂协同发展也在推动两地

人流客流的互动。2018 年，我市旅

行社接待成都平原经济区兄弟市

团队游客量占省内总团量的 70%
以上。同步发展的还有创新协同

提升。2018 年，我市 8 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加入成都市科技企业孵化

器协会，积极融入成德绵军民融合

发展示范区，目前全市“民参军”企

业达到 11 家，去年实现军品销售

3.3 亿元。

共建现代化城市群，提升成遂

一体化发展水平已成为两地政府

的共识。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我市

将五大产业作为成都相关龙头企

业的配套，两市产业将深度对接合

作，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

交通互联互通
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无缝对接

将英创力的电路板运往成都

的是顺意通物流。

每天凌晨 1 点，顺意通的工人

们就开始忙碌起来。“过去，我们往

返成遂的物流车常常是上午 10 点

拖着空车慢吞吞地出发，下午 5 点

或 6 点满载而归。去年以来，由于

成遂协同加快发展，‘遂宁造’产品

运往成都的增幅明显。”顺意通物

流董事长罗余锦高兴地说，2018 年

下半年以来，仅此项物流收入每月

就增加了 10 多万元。

随着成遂协同的发展，威斯腾

铁路物流园也加速完善各种平台

功能，去年不仅开通了铁路货运专

线，建成公铁联运体系，直接融入

“一带一路”，而且有效降低企业物

流和时间成本。“铁路物流成本较

低，特别有利于大宗货物的进出。”

威斯腾项目运营负责人郎定兴介

绍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威斯腾的

班列已经增加到每天 20 多辆，去

年威斯腾铁路专线达到 50 万吨的

货物吞吐量。

与此同时，我市还深化与省内

外重要物流节点城市对接，加快物

流通道建设，加快与成都交通互

联互通。 2018 年，成遂共同争取

国家重大项目、政策和资金支持，

协调推进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等

方面无缝对接，打造四川南向开

放通道。目前，遂宁正积极参与

推动绵遂内城际铁路、渝遂高铁、

成遂南达高铁等多条交通大动脉

的建设。同时，加快建设以遂宁

为起点到钦州港、湛江港、珠海港

海上物流通道和以遂宁为起点到

瑞丽、磨憨、老街，打通南向缅甸、

老挝、越南的陆上物流通道等，畅

通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南向物流

通道。

补齐民生短板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 成 都 的 医 保 卡 可 以 在 遂 宁

刷！真的很方便！”几天前，成都一

家检测公司的职员陈昱竹在遂宁

旅游时，身体感觉不适，用成都的

医保卡在遂宁药店买了药品。成

遂协同带来的民生方便，让她惊喜

满满。

2018 年，成遂两地医疗卫生协

作的推进务实而有效。目前，全市

已有 15 家定点医疗机构、20 家定

点药店顺利开通省内异地门诊刷

卡购药直接结算服务；37 家定点

医疗机构联入省级异地就医平台，

10 家定点医疗机构联入国家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平台。遂宁市民康

医院与华西医院、省精神卫生中心

建立精神卫生联盟，市中心医院与

华西医院建立专科联盟，市第一人

民医院与华西医院签署检验学科

联盟。

与此同时，成遂院校合作如火

如荼，成都平原经济区内省属高等

院校到遂宁科教园区建立产业研

究院、学生实习实训、科创研发、成

果转化等平台正成为风潮。两地

优质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提升并

举，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合力提

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给两地人民

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成遂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