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工业，曾以小五金闻名海内
外。9月6日，记者在大足区采访时了
解到：巨腾、艾诺斯等国际知名企业不
仅相继在此落户，还有中科院、中国汽
研院等科研院所也纷纷“抢滩”大足。
近年来，该区坚持创新驱动，催生了强
劲、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6年，大足工业总产值达到1100亿
元，较五年前翻了一番。

“近年来，大足坚持‘工业强区’战略，
以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区、大足工业园
区为载体，坚持优化存量和做大增量两手
抓，突出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大力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实现持续稳定
增长。”大足区委书记周少政说，今年上半

年，该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3.2亿元，同
比增长11.2%，工业总产值540亿元，同
比增长18.2%。

一场企业的自我革新
龙水刀具曾是大足五金产业中的翘

楚，不仅经久耐用，其高超的锻打工艺也
堪称一绝。然而，由于锻打工艺逐渐失
传，“千年五金”陷入了后继无人的窘境。

2013年6月底，一场推动市场主体
转型升级的“四转一改”工作在大足全面
展开，通过开展规范无证（照）经营、个体

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企业股份制改
造等工作，让不少企业提振了信心；一年
之后，大足又出台鼓励政策，引导一批优
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
新，切实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重庆芸利五金制造公司正是政策的
受益者之一。该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大
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的竞争力也不
断增强。今年，该公司与德国双立人集
团合作研发全自动不锈钢刀具，年处理
能力达到100万把。“我们的机械化率已
达到了80%—90%。”芸利五金副总经理
万永全介绍，从钢具切割、模型制造到热
处理、锻打等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产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每年产量以
20%的速度上升。

大足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大足紧贴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改造和更新了一批关键设备，
推广应用了一批新工艺，培育壮大了一
批科技型企业，有效优化了传统产业结
构、盘活了存量经济、增强了创新动能。

（下转2版）

大足区转型升级催生“千亿工业”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雷太勇 版面统筹：李波 责编：张珂 版式总监：向阳 图片编辑：鲁道新 零售价：1元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本报热线：638233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01
第23762号 代号77-1 今日24版

2017年9月
农历丁酉年七月十八 星期五 8

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cqrb

新学年之际，从两江新区传来好消息，其辖区内的四所新学校
在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有效地缓解了当地居民“读书难”的问题。

这四所学校都处在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地方，校园内树木苍
翠、绿草如茵；硬件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有的学校设有书法院、展
览馆、档案馆、羽毛球馆；有的学校拥有先进的创客实验室，能容纳
800人左右的多功能演艺大厅……四所学校不仅硬件好，教师队伍
也属一流。星湖学校校长就信心满满地表示：“星湖学校的教师均
是面向全国公开选聘而来的，我们对办学水平有信心。”不少家长也
是喜上眉梢：在家附近就能读到这样好的学校，真好！

事实上，这是两江新区坚持教育“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思路的
一个体现。作为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近年来，两江新区
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由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高端人才、投资者在此集聚，新区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促
使两江新区相关部门加大教育投入，建设更多优质的学校满足老百
姓的需求。

以往家长择校主要是因为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存在较大差
异，可谓“质量择校”。而解决“质量择校”，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增加教
育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提高薄弱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条
件，缩小校际差异。所以，均衡教育资源是解决择校的根本途径。

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我们奋斗
的目标。希望这些硬件出众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也同样出众，各具
特色；希望各个学校在紧抓教研教学工作的同时，更多关注学生成
长，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内涵建设；更希望教育战线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齐民生短板，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为两江新区四校投用点赞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戴娟）我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实施在即，9月6
日，市政协主席徐松南率市政协常委视察一分团，就全市公立医院改革
情况开展视察。

9月9日零时，我市公立医院以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为核心，坚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负担不增
加”为原则的综合改革将正式启动。

视察团前往市中医院和重医附一院，走访医院门诊大厅、导医台、便
民门诊、收费窗口以及远程医学中心和医院医改指挥中心，与医务人员
认真交流，详细了解目前医院医改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就发现的问题，提
出意见建议。

视察中，徐松南说，医改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
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综合医改试点，破解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难题，
做了大量工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希望市卫计委等责任单位和参改医
院再接再厉，铆足干劲，把工作尽量做得再细一点、问题考虑更周详一点、
工作方法更精准一点，解决改革落实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下转2版）

市政协组织常委视察
助力全市公立医院改革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今年底，市民坐高铁到
成都只需1小时，坐火车到贵阳只需两小时……9月
6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年内，我市将有多个交通项
目建成投运，市民自驾出行、坐高铁等将更便捷。

铁路
渝黔铁路将建成通车

年底，市民坐火车到贵阳将由8小时，缩短到2
小时。

渝黔铁路将于年底建成通车，全长345公里，重
庆境内115公里，贵州境内230公里，沿途共设12个
车站，分别是：重庆西站、珞璜南、綦江东、赶水东、夜
郎镇、桐梓东、娄山关南、遵义东、苟江、息烽、扎佐东、
贵阳北。

渝黔铁路通车后，将与已建成通车的贵（阳）广
（州）高铁无缝对接。这意味着，届时从重庆到广州将
由现在的11小时缩短至5小时，重庆到昆明由现在
的18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

此外，随着成渝高铁井口至沙坪坝段年底建成通
车，成渝高铁将在沙坪坝站停靠，重庆至成都坐高铁
只需1小时。

高速
4条高速公路年内建成通车

到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到3000
公里；新增通车里程183公里。年内建成通车4条高
速公路——

渝广高速重庆段全长约69公里，起于绕城高速，
止于南充至广安高速公路。其中重庆段三环高速以
内设计时速100公里，双向六车道；三环高速以外设
计时速80公里，双向四车道。重庆段通车后，主城到
广安车程将由1个半小时缩至50分钟；

南道高速重庆段起于南川东城大铺子，止于渝黔
交界的福寿场，与贵州段相连。线路全长约33公里，
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通车后，南川到道真
行车时间将由两小时缩至40分钟；

万利高速重庆段全长约52公里，双向四车道，设
计时速80公里。万利高速通车后，万州到利川的车
程将缩至40分钟；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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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
——写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

9月7日，重庆市民
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的“民福”号滚装船，
满载轿车行进在长江云
阳段。这艘 7 层分装
式、可装载车辆1200 台
的巨大货轮，是目前三
峡库区主航道投运的最
大“专业运输轮”，所载
崭新轿车将运往浙江宁
波、舟山等地，经港口转
运出口。
通讯员 饶国君 摄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德国
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德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不久
前，我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
会期间同总理女士就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
务中的沟通协调达成了新共识。中德合作的意义早已超越双
边范畴，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中方愿同德方继续在多边框架内携手合作。

默克尔表示，习主席今年7月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对德中
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国政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

日益密切。德方希望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
沟通协调。

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
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
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事实一再证明，朝鲜半岛问题最终只
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这需要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

默克尔表示，德方支持通过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赞同推动有关各方重回对话谈判的轨道。德方愿同中方
加强沟通协调，争取尽早找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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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9月7日，市委
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调研
我市交通工作。陈敏尔强调，城市交通发
展要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首要目标，统筹
好建设、管理、运营等各个方面，不断提高
交通服务能力和水平，让人民群众出行更
加方便、更加快捷、更加舒适。市领导王显
刚、陈和平参加调研。

随着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投入使
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成为我国中西部地
区首个拥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条跑道同
时运行的机场，能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0万吨、飞机
起降37.3万架次。在新航站楼乘客出发
大厅、到达大厅和中转区，各类现代化服
务设施、专业服务人员正为八方宾客提供

优质服务。陈敏尔、张国清来到这里，详
细了解江北国际机场规划建设情况以及
新航站楼投运以来的运营管理情况。陈
敏尔说，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建成投
运，是重庆航空快速发展的重要成果。江
北国际机场作为我市的一张靓丽名片和
一个开放窗口，要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
时，坚持安全至上、服务第一，在精细化、
人性化、智能化管理上下工夫，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专业的水平、敬业
的精神提供一流服务，不断增强机场软实
力，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轨道交通日益成为重庆市民日常出行
的首选公共交通工具。目前，主城已有营
运轨道交通线路4条、里程213公里，日均

载客量超过200万人次，在建线路5条、里
程218公里。轨道交通1号线是重庆轨道
交通线网东西方向主干线，也是国内第一
条建成通车的山地城市地铁线路。陈敏
尔、张国清在两路口站乘坐1号线，沿途调
研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情况。在行驶的列车
上，陈敏尔详细了解全市轨道交通规划、建
设、运营情况和技术水平，仔细询问高峰客
流、群众对轨道交通服务的期待等情况，叮
嘱有关负责人多听取乘客意见建议，不断
改进管理、优化服务。陈敏尔指出，城市交
通发展要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把轨道交通
作为重点来抓。要统筹好建设、运营、管
理，统筹好政府、企业、市民的关系，统筹好
地上地下，创新运营模式，促进轨道交通可
持续发展，增强对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的

支撑能力，努力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调研中陈敏尔强调，交通建设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群众便捷出行是重
要的民生实事。随着我市启动交通建设

“三年会战”，对外大通道和市域内干道建
设步伐将不断加快，对城区内部交通运营
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认真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满足群众对
交通出行的需求，立足我市组团式分布的
城市特点，进一步加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
加快“智慧交通”建设步伐，促进各类交通
方式互联互通，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和
运行效率，千方百计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更加快捷、更加舒适，让人们分享交通建设
发展的成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陈敏尔张国清调研我市交通工作时强调

不断提高交通服务能力和水平
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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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明日将全面推开

各家公立医院已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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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大力整治道路交通安全

2135条严重违法记录
推送征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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