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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简报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2 日，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出席大会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县域经济各项部

署要求，把握形势任务，强化政策支持，加

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夯实底部基础。大会以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形 式 开 至 各 市 ( 州 )、县 ( 市 、

区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军出席成都主会

场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区委常

委肖舰、高敬东、刘光辉、杨冬梅、杨敏、

陈发友、佟 硕 等 县 领 导 参 加 安 居 分会场

会议。

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定位、

分类指导，按照城市主城区、重点开发区

县、农产品主产区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的分类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加强工作指

导和政策支持。坚持转化优势、创造优

势，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独特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等变成现实生产力和

发展竞争力，敢于和善于无中生有、有中

创优，培育发展新优势。坚持区域协同、

强县引领，统筹行政区划和经济地理空

间，推动县域深度融入中心城市、城市群

和 区 域 板 块 ，集中力量培育一批经济强

县。坚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保持战略

定力和发展耐性，高质量打造一批特色产

业聚集区、优势区。

会议指出，要扭住重点精准施策，以

过硬举措抓好县域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夯实产业支撑，注重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

统产业的关系，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建

设产业园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真

正让产业“扛大旗”“挑大梁”。完善基础

设施，大力实施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补短

板三年行动，突出解决好路、水、网等瓶颈

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统

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优化县域城镇

发展布局，深入推进“美丽四川·宜居乡

村”建设，发展壮大“农民工经济”，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守住民生底线和生态底

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抓好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切实抓

好生态环保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发展环境，着力营

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会议强调，要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抓

好乡镇机构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改革、县域

投融资体制改革、人才“引育用留”机制改

革，不断激发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

鲜明激励导向，强化政策激励、考核激励、

干事激励，加强统筹指导，推动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各项部署落地

落实。要加强县（市、区）领导班子建设和

干部队伍专业能力建设，增强适应高质量

发展的本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1 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军主持召开区政府四

届 53 次常务会，研究安居区 2019 年度整治

“企业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审议并原则同

意《遂宁市安居区 2019 年主要经济指标预

期建议调整分解表》等。

会议研究了安居区 2019 年度整治“企

业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相关事宜。会议指

出，整治“企业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是优

化安居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的务实举措，是培育“3+2”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企业家、

投资者的殷切期盼。各级、各部门要少讲

客观，多讲主观，想办法、添措施、出实招，

切实增强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

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细化整治目标，明确

时间节点，严格组织实施，确保整治工作

取得实效；要突出重点、切实整改，找准问

题根源，拿出解决办法，完善长效机制，强

化过程跟踪，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出现；要

强化督查、严格考核，督促工作责任落实，

对整治情况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着力打

造“门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商

环境新高地。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遂宁市安居区

2019 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期建议调整分解

表》。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求实效，相关部

门要针对新增经济指标和调整后的指标制

定细化方案，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分

类施策补短板，对照目标任务，进行全面梳

理，找差距、补短板，加快推进天齐锂业、琼

江生态湿地等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跟踪服务

四川江淮、磨溪净化厂等龙头企业，抓好中

小企业培育，确保工业发展继续领跑全市；

继续加大安居大道、滨江南路沿线商业发展

政策扶持，结合筹办旅发大会加紧布局，打

造特色商业街区，提升商气人气；加大项目

招引力度，力争新签约一批、落地一批、开工

一批。要强化督查保目标，做到实时监

测、动态反馈、定期会商，推进措施落实，

全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相关事宜，并在会

前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

委 、副 区 长 佟 硕 ，副 区 长 冷 强 军 、聂 洪 、

曾勇、舒玉明，区政府副县级干部吴小林，

区工业集中区党 工 委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李国玉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蒋文武，区政协副主席邹斌以及部分区人

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政府工作监督员

应邀列席会议。

近年来，安居区围绕“旅游+”“+旅游”，着力写好乡村振兴+旅游、公园城市+旅游、特色工业+旅游这三篇大文章，把各项工作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天府旅游名区的创建工作深度结合起来，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安居。今年 1-5 月，全区共计接待游客 16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0.3%，实现旅游收入 15.9 亿元，同比增长 45.1%。图为拦江镇莲花湖风景区。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连日来，区政府门口摆放的 2019 年 6
月重点工程项目“红黑榜”吸引了不少来

往干部群众驻足查看。6 月重点项目进度

如何？“红黑榜”上一目了然。

记者看到，由于措施得力，安居亿利、

博正达、中石油龙王庙输气管线等 10 个建

设项目由于 6 月进展速度快，披上了“红

妆”，榜上有名。与此同时，部分重点项目

因推进不尽如人意而上黑榜，如琼江河沿

岸生态湿地、安白路、中兴镇敬老院等 10
个项目被列入了“黑榜”。

重点项目建设关系到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据悉，为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重

点工程推进的决策和部署，切实落实《安

居区推进重大项目工作五全机制》，压紧

压实各部门推进重点工程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确保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

早开工、开工项目早达效，安居区出台重

点项目建设“红黑榜”制度，对推进有力的

项目上红榜激励，对推进不力的项目上黑

榜提醒。

记着了解到，“红黑榜”不只在区政府

门口摆放了展示牌，还在全区所有 LED 电

子屏幕上滚动播放。在全区百姓的注视

下，与“红黑榜”上排名垫底带来的巨大压

力相比，排名靠前则是一种最好的激励。

“现在这个红黑榜一出来，感觉压力

很大，不光公示建设项目名称，后面还附

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群众一看就明白是

那个单位、那个负责人因措施不力导致重

点工程推进缓慢……”因安白路、白莲路、

安居磨溪龙王庙起田道路改造 3 个项目推

进不力，区交运局上了黑榜，谈起“红黑

榜”制度，该局局长肖灏表示压力很大。

他告诉记者，自”红黑榜“公示出来，他们

全局就针对推进缓慢的项目找原因，并压

紧压实项目责任，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

快施工进度，争取在 7 月份的黑榜上，没有

交运局负责的项目。

“红黑榜”是自今年 6 月安居区重点项

目推进工作会议后，区委绩效办、区重点

项目办推出的新制度。据悉，下阶段安居

区将持续跟进重点项目建设，着眼高质量

发展、聚焦重点基础设施、优化产业转型

升级、强化重大民生工程，形成“全区动

员、全区参与、全区投入”的项目攻坚浓厚

氛围。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全区道路建设推进情况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专题询问是人大监

督“一府两院”工作的重要形式，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

使职权的法定方式。按照区委的安排和要求，7 月 9
日，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期间，就对全

区道路建设项目推进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

为做好此次专题询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详细方案，组成四

个调研组就全区道路建设推进、部门乡镇及有关单位

配合协作、砂石原材料供应、项目建设管理监督等情

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形成了调研报告，确保了专题

询问质效。

本次专题询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全区

道路建设项目普遍滞后的主要原因、在项目建设和施

工过程中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成效、下一步

有什么打算？会上，区交运局、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区

发改局、区重点办、凤凰街道、石洞镇等应询单位认真

回应了调研中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整改措施。随后，到会的 28 名区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8 名区人大代表就应询人的答复

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并现场公布了测评结果。

按照规定，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会上提出的

意见、建议将形成审议意见和问题清单由区人民政

府和相关部门研究处理，抓好落实。区人大常委会

将对审议意见和办理情况跟踪督办，直至有关问题

得到解决。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在讲话中指出，道路项目

建设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全区经济发展、提高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专题询问体

现了大家对安居负责、对工作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

神，实现了问题对答、信息对称、意见对路的询问效

果，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创

新工作举措，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高效推进全区道路项目建设。

安居区民营经济领域不断拓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发展民营经济是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安居市

场主体工商登记户数累计达 1.19 万户，“四上”企业中

民营企业 103 家。 2018 年，完成民营经济增加值 104
亿元，占全区 GDP 的 62％，完成投资 62.98 亿元，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48.6％，缴纳税收 2.2 亿余元，提

供了 9％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全区民营经济呈现出行

业领域日趋宽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通

过大力招商引资，迈高汽车部件、阿宁食品、伯特利、

讴神机械、广发辐照等一大批民营工业企业以及卓讯

科技、巴岳娱乐、渝宁物流、浩鸿科技、乐村淘等民营

服务企业入驻安居，华能机械、朗润科技、好吃嘴、永

正国际、永荣生态、长久物流、斗屹建筑、黄峨大酒店、

国贸广场开发、老龙塘等本土民营企业逐步发展壮

大，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据悉，全区民营经济已涵盖现代装备制造业、食

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房地产和建筑业、农业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批零住餐、文化娱乐和旅游业等。全区

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2013 年 42.5:31:26.5 调整为 2018 年

的 23.9:40.7:35.4，六年间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提高了

18.6 个百分点。民营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有效促进

了全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安居区启动巡审结合试点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近日，安居区委巡

审结合试点工作动员会召开，即日起，区委第二巡察

组和审计组将对凤凰街道党工委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政

治巡察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标志着安居区正是启动

巡审结合试点工作。

据悉，此次对凤凰街道党工委除常规巡察外，还

把“三大攻坚战”开展情况、重大经济决策情况和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情况等作为经济责任审计重点。会上，

凤凰街道党工委书记表示，将端正态度，严肃对待巡

察工作；精心组织，全力保障巡察工作顺利开展；照单

全收，持续转化巡察成果。

今年以来，安居区探索开展巡察“政治体检”和审

计“业务体检”联动的巡察新路子 ,将有利于充分发挥

巡察监督权威性和审计监督专业性优势 ,推动巡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巡察、审计相结合，将充分整合专业

资源、有效优化基层监督治理、全面提高监督质效，对

持续深入推进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

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起

到巨大促进作用。

安居区出台重点项目建设“红黑榜”制度

重点项目推进不力上黑榜

安居区组织收看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

区政府四届53次常务会议召开

奋 斗 新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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