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天齐锂业

年产 2 万吨碳酸锂工厂
项目，现正在紧张施工中。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5 亿
元，占地约 400 亩，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达 20 亿元。

3 2018年安居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家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 家

●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和
重点实验室 2 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统认证 20 家

●新增校企合作 5 项

●达成具体合作项目 10 项

●形成技术成果 5 个

●组织申报国省市项目 20
余项

安居区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工作推进会召开

把整治活动办成“民心工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6 月 10 日，安居区 2019 年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经过前期排查、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后，安居区将汇总

梳理出的乡镇停水停电停气、非贫困村村组道路等级不高、

校园周边环境差、农田小微水利设施管护不到位等十项群众

最不满意的事进行了任务划分。

会议要求，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强化宣传氛围、强化治理

抓质效、强化督促抓落实等三项工作，抓住整治“群众最不

满意的 10 件事”关键环节，对整治工作中能马上解决的问

题，立说立行，迅速整改，对整治工作中一时不能有效解决

的问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

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

制、拓展群众参与，凝聚整治合力，扎实做好“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整治工作，真正把整治行动办成“民心工程”。

安居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6 月 11 日，安居区组织有关

部门和乡镇、街道在城区，集中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副区

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参加现场活动。

当天，肖舰还深入安居区安全体验中心，检查了中心建设

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要完善相关服务配套，尽快开放安全体

验中心，让群众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安全、重视安全，达到将

安全根植于广大群众心中的目的，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张金尧率队调研安居区文化旅游发展工作

推动安居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王江涛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6 月 10 日，中国

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尧率队来到安居区，调研文

化旅游发展相关工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光辉，副区

长潘昀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张金尧表示，文旅融合既是文化、旅游产业本

身的发展要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要求。要以

特色文化为依托，将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

计推出代表性强、辐射面广、相交相融的优质旅游产品。要

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全面提升景区旅游品牌、品质和整体

竞争力，推动安居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认

识到文化旅游融合是一个大概念，文化融入到旅游中，不仅

要有好的文化产品、文化形象、文化服务，也要注重从业人

员的文化素质的提升。

安居区召开2019年度贫困村第一书记座谈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12 日，安居区 2019 年度贫

困村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光辉参

加会议。

刘光辉强调，要进一步明确职责，振奋精神强攻坚，严格

落实相关规定制度，认真履职尽责；要稳步推进，强基固本

抓重点，培养壮大队伍与基层组织，巩固实施机制与治理体

系，衔接谋划脱贫与乡村振兴。切实把贫困村的民心凝聚起

来，把贫困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来，把贫困村的面貌改

善过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杨敏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6 月 11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杨敏带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前往

东禅镇、玉丰镇、凤凰街道实地查看崩塌和滑坡隐患点，详细了

解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等防治工作落实情况。

杨敏强调，地质灾害防治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重要性，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做好山区强降雨应急准备工

作；要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完善应急预案，把

握地质灾害面临的形势，并及时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

练；对地质灾害点要全面实行网格管理，摸清隐患点底数，

加强监测巡查；要加快相关避让转移项目进度，有序有力地

推进灾害隐患点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安居区专题研究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

净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2019 年第一期《阳光问廉》

节目播出后，6 月 12 日，副区长冷强军主持召开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运行工作专题研究会，就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完善、运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建好、用好、管好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净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水平，让老百

姓更有获得感。要部门联动，协调配合。相关部门要加强污

水处理厂环保验收和综合验收，各乡镇主体要主动履职，梳

理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督促，推进

改造提升工作。相关部门、乡镇要履职尽责，加快形成具体

方案，按照时间节点、批次完成污水处理厂的改造提升工

作。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居民污水治理方面的工作，开

展居民聚居点污水管网排查，做到污水应收尽收。

安居区召开中国流动科技馆区域常态化巡展安居
站开馆仪式协调会

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参与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 6 月 10 日，安居区召开中

国流动科技馆区域常态化巡展安居站开馆仪式协调会，副区

长曾勇出席会议。

曾勇强调，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安居区，为全区广大

青少年和干部群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科技知识的机会，

搭建了“面对面”接触高科技的平台，对进一步激发公众特别

是青少年学生对科技的兴趣，启发科技创新意识，培养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

用。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全力确保巡展运行，让广大群

众、同学热情参与，在体验中启迪思维、在实验中推动创新。

2 四川丰科

今年，四川丰科预计投
入 300 万元到 500 万元购买

“机器人”等智能设备

1 云内动力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2018年

●累计销售货架 31052 台

●重卡的车架纵梁实
现销售8000多支

●生产总值
达1.25亿元

●相比 2017 年
增长了 47.5%。

●货箱 8132 台

时政02 2019年6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王超 组版：袁月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

从“加速度”走向高质量
——安居区工业发展系列报道二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强化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6 月

11 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区人大常委

会机关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区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昌建出席会议

并讲话。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201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9 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对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开展了巡察。党的十

八以来，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政治立

场坚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但在巡察过程中，仍然发现

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的领导方面存

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不到位、党的领导

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在党的建设方

面存在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

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主体责任履行

有偏差等问题。针对问题，巡察组要求，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一要进一步理清

机关党组职能职责，明确班子成员分工，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二要着力抓好支

部建设，确保“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

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落到实处；三

要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完善单位

内控制度，严格控制大额现金支出，落实

公务接待制度。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负责人就做

好巡察整改工作表态，一是深化思想认

识，诚恳认领问题。机关党组和全体党

员一定从思想深处深刻认识巡察反馈意

见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巡察反馈意见的精神和要

求上来，主动反思、主动认领问题，不折

不扣抓好落实整改，全面彻底完成整改

任务；二是聚焦问题导向，纵深推进问题

整改。机关党组将列出问题整改清单，

明确问题整改目标、整改内容、整改时

限，强化跟踪督办，切实做到整改一个销

号一个，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三 是 提 升 工 作 效 能 ，全 面 转 化 巡 察 成

果。机关党组将坚持以落实整改、促进

工作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团结和带领全

体干部职工，扎扎实实抓好整改，以实际

行动为助推安居的三个“示范区”建设做

出积极努力！

就做好巡察整改工作，朱昌建要求，

机关党组及全体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自

觉，充分认识到“政治体检”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把握关键，全面落实政治巡察的

要求；要增强思想自觉，切实加强机关党

的建设；要增强行动自觉，主动认领问

题，列出整改清单，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5 月 28 日，安居区工业园区，一场急

雨不期而至。

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忙

碌；重点项目建设工地上，车辆往来，焊

花四溅；招商战场上，干劲十足，捷报频

传……安居大地上，火热的发展建设场

面随处可见。

这里，蓄势待发。这里，跨越赶超的

步伐铿锵而坚定。传统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新旧动能转化不断加快、创新活力逐

步释放、投资环境持续优化……沿着党

的十九大指明的方向，安居区保持战略

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把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主攻方向。

“面对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要

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坚持工业强区不

动摇，构建结构优化的新兴产业体系，推

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居区委书记

管昭的话语掷地有声。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

正在安居大地缓缓展开……

科技创新引领企业转型升级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机器人……这

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安居产业转型升级

的主攻方向。

5 月 13 日，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投入市

场，这意味着安居区正式具备新能源轻

卡量产能力，安居也由此将加快从汽车

零部件产业向整车制造攀升、向新能源

汽车转型的步伐。同时也是安居区加快

构建“3+2”现代产业体系取得的又一丰

硕成果，标志着安居区机械与装备制造

产业发展又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步。作为安居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

业，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一直非常注

重科技创新工作。截至目前，公司新品

累计排产的占比已经达到 75%，申报专

利 30 多个。与此同时，公司还投入资金

用于科技研发，并成功建立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市级工程研究中心。

在江淮汽车的带动下，配套企业纷纷

亮出“新招”，为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

在云内动力的厂房内，一条明黄色的

生产线格外醒目，这就是云内动力 2017
年投产的柔性汽车纵梁自动化生产线。

目前，这条生产线是整个西南片区自动

化程度最高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线。

云内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凡次永告诉记者：“2017 年，公司投资

5500 万元，用于柔性汽车 U 型纵梁自动

化生产线建设和车厢车架拼装车间建

设。 2018 年，公司累计销售货架 31052
台、货箱 8132 台，另外技改的新产品中，

重卡的车架纵梁实现销售 8000 多支，生

产总值达到 1.25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长

了 47.5%。”

作为专门为江淮汽车轻卡配套生产

仪表台管梁、发动机悬架、车架结构件等

产品的企业，四川丰科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总经理方彬告诉记者，今年，四川丰科

预计投入 300 万元到 500 万元购买“机器

人”等智能设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针

对外部市场，四川丰科还将与吉利、南骏

等汽车品牌进行深度合作，继续寻找新

的增长点。

据悉，2018 年，安居区新增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2 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 家、

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2 家；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统认证 20 家；新增

校企合作 5 项，达成具体合作项目 10 项，

形成技术成果 5 个；组织申报国省市项目

20 余项；已获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4 家。

项目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安居看来，促进“产业兴起”，仍然

需要聚力于重大项目招引促建。有时候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

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在汽车与机械装备制造产业上，安居

的想法是：围绕龙头做好配套招商，不断

引进汽车汽配产业上下游配套项目，拉

长产业链条。

通过产业链招商，去年 12 月 18 日，

成都市龙翔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四川

晨阳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三本车灯

有限公司、安徽松芝空调有限公司、合

肥宜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分

别与区工业集中发展区签订投资合作协

议，标志着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进一

步集聚。

成都晨光博达橡塑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从事氟橡胶、MQ 硅树脂等高附加值

的氟硅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及销售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拥有国家授

权的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 8 项。去

年 12 月 26 日，安居区与成都晨光博达橡

塑有限公司《氟硅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

正式签约。公司将在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投资氟硅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为安居

区工业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位于工业园区的天齐锂业年产 2 万

吨 碳 酸 锂 工 厂 项 目 ，现 正 在 紧 张 施 工

中。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5 亿元，占地

约 400 亩，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20 亿元。

引入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材料企业天

齐锂业，安居有自己的“锂想”。项目建

成后，安居区将以天齐锂业为核心，强势

推动锂电产业集群发展。同时，积极实

施锂电产业链招引，加快西部锂电产业

园建设。

工业强区，项目为王。

今年以来，安居区把重点产业集中招

商、推介活动作为开放招商工作的载体

和切入点，不断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安居区主要领导率先垂范，无论工作

多忙、任务多重，都要腾出时间，带头走

到招商一线。

3 月 20 日，区委书记管昭在安徽合肥

拜会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进，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进

四川江淮汽车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

流。当晚，管昭还赶赴上海，与本特勒投

资（中国）有限公司、日立汽车系统公司、

蒂森克虏伯普利斯坦汽车公司、森萨塔

科技等外资企业举行了会谈。

4 月 25 日，安居区委副书记、区长吴

军带领招商小分队，奔赴深圳、东莞、西

安等地开展锂电企业招商考察活动。通

过面对面交流，高科技民营企业东莞盖

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明确表示，将与

安居保持紧密联系，争取尽快明确投资

计划。

如果把安居工业经济比作一辆高速

行进的列车，那么，招商引资就是其加速

飞奔的引擎。

今年，安居区将招商引资列为“一号

工程”，同时按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招商

引资设定了两条底线：高污染、高能耗，

与国家发展理念不符的项目坚决不要，

坚持绿色发展是下限；不“先进”、不“创

新”，不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坚

决不要，坚持创新发展是上限。

对于一个区县来说，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抓项目就是抓未来。

下一步，安居区将抓住战略机遇，按

照包装储备一批，转型升级一批，开工建

设一批“三个一批”的思路，进一步推动

工业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已开工建

设的项目，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让其尽

快投产达效。

招商队伍不遗余力，主要领导身先士

卒，招商活动有声有色……安居区正以

“大招商”成就发展“高质量”。

优化“软环境”提升“硬实力”

好的项目能否落地，与服务水平的

“软环境”和平台载体的“硬实力”有很大

关联。

“软环境”是产业项目建设和产业链

发展的“硬支撑”。近几年来，安居围绕

行政审批、项目建设、政策落地、资金人

才保障等重点环节，全方位做优服务。

打了无数个电话、写下一打材料、盖

了 不 少 的 公 章 、跑 了 一 圈 圈 的 办 公 室

……这曾是群众到政府部门审批项目的

情景写照。

“让企业‘最多跑一次’，努力争取

‘一次都不跑’，最大限度地减环节、减

时 限 、减 费 用 ，让 我 们 的 城 市 更 有 温

度。”吴军多次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投资

发展软环境，并在今年全区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上响亮提出：要把安居打造

为成渝经济区“门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

周边”的营商环境新高地。

目前，安居正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企

业最不满意十件事”活动，努力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

记者在区行政审批局了解到，安居区

加快推进企业“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和

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放宽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制条件，支持依托产业园区、创业园

区集群注册，对住所（经营场所）设在产

业园区、创业园区的实行住所（经营场

所）报备制，免予提交场地使用证明。同

时强化投资项目全流程并联审批，减少

审批和服务事项办理环节，健全限时办

结机制，用高质量服务带来发展加速度。

“现在，办理相关许可证件很方便，

当天交资料，当天就能拿证。”安居区一

市政项目负责人感慨道。

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日前，安居

区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从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绿色发展、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强化企业智力支撑、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意

见，力促安居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跑出

“加速度”。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营商环境如水，企业如鱼，想要如鱼

得水，就要改善水源。安居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城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安居

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竭诚为投资商创造

一流的条件，提供一流的服务，让投资商

在安居生活舒心、工作开心、投资放心、

兴业顺心。

风雨兼程创业路，而今换来满园春。

安居区抓住机遇，焕发活力，用激情弹奏

出了铿锵有力的工业发展旋律，描绘出

了绚丽多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全媒体记者 王永述 王超）

区委第二巡察组
巡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