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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月29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科委获悉，2018年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产
业类重点研发）项目即将启动申报，单个项目最高可获
1000万元支持。

据了解，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项目分为产业类项目和
社会民生类项目。产业类项目一般为重点研发项目，支持
领域包括高新领域、现代农业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以智
能化、高端化、绿色化为引领，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现代
农业等重点产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核心产品研制
应用展开攻关。

据介绍，产业类重点研发项目以企业为申报主体，鼓
励产学研协同创新。现代农业领域项目资助强度一般为
每项100万元至200万元；高新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项目
资助强度一般为每项100万元至1000万元，采取事前资
助与事后补助相结合方式予以支持。

该负责人表示，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支持由农业科技园区和贫困区县的企业牵头，或在园区
和贫困区县开展示范与产业化的项目；社会发展领域中生
物医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申报，应符合《重庆市生物
医药产业重点研发项目实施细则》相关要求。

有意申报者，可自2月1日9时起至3月23日17时登
录“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在线申报。项目申报
详情还可登录市科委官网查询。

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项目
最高可获1000万元支持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月29日，记者从涪陵页岩气
公司获悉，日前，焦页184-3HF井在试气中，获得43.17万
方/天的高产工业气流。

焦页184-3HF井位于南川区水江镇，是针对涪陵页
岩气田二期平桥区块部署的一口页岩气开发水平井，目的
是动用平桥区块页岩气资源，新建页岩气产能。该井是涪
陵页岩气田2018年首口高产井，实现了新年开发“开门
红”。

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建区地质条件复杂，为保证焦页
184-3HF井钻井施工顺利，涪陵页岩气公司进行了周密
部署、精心准备，并于去年11月26日开始压裂。因该井与
焦页184-4HF井等5口井相邻，为保证施工安全、成功试
气，该公司试气项目部制定了详细压裂方案，并通过现场
优化工艺参数，提升了全井压裂改造效果，仅仅历时21天，
就完成压裂施工任务。

涪陵页岩气田新年“开门红”
单口井获43.17万方/天高产气流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
理部发布了《2017年四季度企业家、银行家和居民调查综
合分析报告》。报告表明，2017年四季度，重庆企业的生产
经营状况得到改善，企业家、银行家和居民对宏观经济的
信心均在持续回升。

据调查，2017年四季度，重庆企业家宏观经济信心指
数连续5个季度上升，达到了59.53%，环比、同比分别上升
0.24个百分点、9.05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
为82.46%，环比、同比分别上升4.39个百分点、28.95个百
分点；居民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66.77%，环比、同比分别上
升6.91个百分点、11.69个百分点。

重庆企业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持续回升，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企业国内产品订单增加，生产经营状况得到
改善。调查显示，2017年四季度，重庆企业国内产品订
单指数近18个季度以来首次进入50%以上的“增加”区
间，达到53.97%，环比、同比分别上升6.59个百分点、5.64
个百分点。23.28%的企业家表示企业国内产品订单增
加，环比、同比分别上升3.76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企
业总体经营状况指数为59%，环比、同比分别上升5.9个
百分点、8.76个百分点。32.28%的企业家感受企业经营
状况较好，环比、同比分别上升7.52个百分点、11.33个百
分点。

调查显示：

渝企生产经营状况得到改善
企业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持续回升

李义宽自称是“小面达人”。
3年前，他主动放弃自己在外创办的房

地产经纪公司，回到老家江北区五宝镇新
三村，当上了村党总支书记。回村3年来，
他每个月至少有10天时间，每天只吃两顿
小面。

“老婆娃儿在城里，我一个人在村头，
工作忙，吃面最撇脱（方言，指方便）。”李义
宽说。

丢掉20多万元的年收入，拿着2000
多元月薪，李义宽图个啥？

“这个书记不一样，专为我们办实事
儿！”1月25日，面对来访的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勋、王祚万等村民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就图乡亲们的这句话！”李义宽呵呵
一笑。

“村里需要人，你回来吧！”

新三村位于长江与御临河交汇处，江
岸线绵延约8公里，是个三面环水、风景秀
美的山村。

李义宽初中毕业后就在城里干餐饮月
薪300元。“村里需要人，你回来吧！”听到
村干部的一声召唤，18岁的李义宽义无反
顾地放下锅铲，当上了村会计，刚回村就递
交入党申请书，“当时一腔热情想为村里干
点事，压根没考虑待遇问题。”

结婚生子，李义宽每月43元的工资实
在养不活一家人。干了5年村干部之后，
李义宽选择了出走。他在商贸公司干过调
度、代理过涂料，后来又成立了房地产经纪
公司，在外发展17年，正当事业最顺的时
候，一道选择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村里需要人，你回来吧！”2014年，五
宝镇领导三番四次动员李义宽回村。当
时，新三村发生村干部集体贪污窝案，形象
不好，群众怨气大，亟需为人正派、年富力
强、有影响力的人带领村支两委班子在群
众中重树威信。

“家乡情结丢不开。”2014年 12月 5
日，正值不惑之年的李义宽深思熟虑后，再
一次走进了村支两委办公室。

“这些年打拼积累了些财富，在城市里

有商业门面，租金足够家人过上安逸的生
活。”李义宽道出了回村的“底气”：“我是有
着20年党龄的党员，回来就是想回报家
乡，为乡亲们做些事。”

“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
能让群众气顺！”

如何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
堡垒，李义宽从完善制度建设做起，坚持村
民自治，健全监督机制，强化村务公开，促
进村级事务民主、规范、高效运行。

“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减少非
议，让群众气顺。公示是其中一个手段，还
要经常召开院坝会，和村民沟通村里的情
况，进行民主协商、决策和管理。”光是抚民
心、平民怨，理顺关系，重拾村民对村两委
的信心，李义宽就花了近一年时间。

如今的新三村，一派风清气正景象。
在村公共服务中心门前的院坝里，鲜艳的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墙上挂着的大红标语
上写着：“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三村村民委员会党务、村务、财务公
开栏里，村里的财务收支、每季度工作进展

情况、惠民政策及相关补贴发放、重大事项
决策、发展党员、服务群众工作专项经费使
用情况、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
政策等事项都一目了然。因为公示的东西
太多，10多张征地安置人员剩余安置补助
费领用单明细表都贴到了另一侧红砖墙上
醒目的位置。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公示的这些事
项非常详细。比如2017年12月村委会现
金收支明细里，除了12月10日慰问80岁
老人物资800元等比较大的开支，12月19
日购水箱1个20元、12月22日为五保户拉
棉被租车费40元、购买复写纸8元等杂项
开支也都一一列出。而村委会当月银行收
支明细也在公开栏里公布出来，何时收入
多少、支出多少，票据账号是多少，“家底”
还剩下多少，一清二楚。

“村民最关心钱用到哪里去了。”十四
社社长王国明说，以前村里只在年底公布
一个“坨坨账”，总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都不清楚，现在账目来得清、去得明，公开
透明。

让基层组织更加坚强，党员作用发挥
更加明显——作为党总支书记，李义宽是
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新三村19个社，

现有57名党员，党总支对党员实行分类教
育管理，设立了产业支部、老年支部，定期
召开组织生活会，学习先进党员事迹，在家
党员积极参加党总支举办的“党员要理身
边事”活动，帮助困难农户春耕、秋收。针
对22名流动党员，他创建了微信交流平
台，即时分享最新时政信息、交流看法和经
验。

24岁的大学生村官胡净年轻有想法，
创办了“忆乡味”电商平台，帮助村民网上
卖土特产，李义宽当起了她的入党介绍
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去年，新三村党总支发展了5名入党
积极分子，其中4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将村
里的产业发展起来！”

去年9月，新三村十七社的低保户徐
朝清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从入殓、火化
到安葬，一应事项都由李义宽帮着操持完
成。

加上此前的杨崇华、郑天全，回村3年
来，李义宽参与了3位生活困难村民的生
活照理、看病就医和临终关怀。“他们没有
亲人，我就是他们的亲人。”李义宽说。

年过半百的王祚万，因为脑梗生活不能
自理，父母80多岁了无法照顾，李义宽将他
接到村里的“五保家园”，方便平时照应；村
里有30多个留守儿童，李义宽在村公共服
务中心设立“二姐连线”，方便孩子和父母
网上联络，每逢周末还常常给留守儿童上
课，以讲故事的方式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
习惯，教导他们孝老爱亲；还为下岗群众推
荐就业岗位，帮助群众领回拖欠工资……

“当了几年村总支书记，你自己觉得自
己干得怎么样？”

面对重庆日报记者抛出的这一问题，
李义宽诚恳回答：“没做什么‘高大上’，全
是鸡毛蒜皮。”

他又提高了声调：“不过，这几年，我做
到了几个‘零’——自己和班子成员，没在
村里拿一分钱用来公款吃喝；没拿一分钱
加班费；没报一分钱交通费。”

眼下，李义宽正憧憬着，借助乡村振兴
战略，将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打造渔村文
化，让村民们的腰包更鼓。

“小面书记”李义宽
本报记者 向婧

近日，綦江通惠互通改扩建工程
进入匝道桥施工阶段。通惠互通是綦
江东部新城对外高速交通连接的唯一
通道，原互通只有一条通往重庆方向
的匝道，改扩建后将形成三进四出的
互通立交，将缓解綦江主城高速路口
的通行压力。该工程预计 2018 年底
通车。

记者 万难 摄

綦江通惠互通
改扩建工程

进入匝道桥施工

江北区五宝镇新三村党总支书记李义宽对乡村的振兴充满信心。
记者 向婧 摄

最 美 基 层 干 部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交通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和“江城”，路窄、弯

急、坡陡，道路用地受限，交通网络构建难度极
大。

为保证市民安全、高效、舒适、绿色出行，近
年来，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成网，着力推动市民出行运营服务提质增
效，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交通。随着一批
重点项目的落成和运营线网的不断优化，全市
公共交通出行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
广大市民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安全度。

建设提速——推进城市交通一体化

“以前到三亚湾，要到新华路坐公交车，路
上要花将近一个半小时，现在坐6号线到红土
地再转10号线就直接上班，只要半个多钟头，
更不怕堵车误事了。”最近，家住南岸区上新街、
在渝北三亚湾水产市场附近做小生意的周晓颖
出行轻松多了。

去年底，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北段及
10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自此，这新建的
51公里轨道沿线居民也能够享受到重庆城市
交通一体化所带来的便捷与实惠了。

据了解，2017年，作为全市公交、轨道、站
场、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方，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全年完成投
资333亿元，所承担的建设项目有13个被纳入
市级百项重点关注项目，其中仅轨道交通在建里
程就达238公里。全市13个公交站场进展顺
利。同时，都市快线和国铁干线建设成效显著，
渝合线、江跳线、渝湘高铁重庆-黔江段、兰渝高
铁、成渝中线等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日前，全国首个集高铁、轨道、公交等功能
于一身的城市交通综合枢纽——沙坪坝铁路综
合枢纽正式投入使用。

“公交车站位于负一层，开行27条公交线
路，连接重庆西站、江北机场、大渡口方向、渝中
区方向、西永保税港区等骨干交通枢纽和全市
其他重要区域。”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方宇认为，城市交通一体化的关键不

仅在于轨道、铁路、公交线网的建设完善，还在
于实现地面公交、轨道、高铁、枢纽、机场等地的
无缝接驳，为市民高效绿色出行创造优质服务。

据悉，2018年，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建成
通车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环线东北环共49公
里；计划开工建设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5号线
北延伸段、五A线；续建5号线一期、6号线支线
二期、10号线二期、9号线等轨道线路；同时加
快推进红旗河沟、菜园坝综合枢纽项目建设，积
极推进100公里公交优先道建设。届时，全市
公共交通综合网络将更为完善。

“通过城市交通一体化，为山多坡陡、两江
环绕的重庆化解交通‘瓶颈’，为市民提供方便
快捷、灵活多样的出行选择，这就是为市民办好
事、办实事。”李方宇表示。

运营提质——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据统计，2017年，我市完成公共交通客运
量26.2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716.8万人次。

庞大数据背后，离不开另一组数据的支

撑——全年新增公交车260辆、新开行公交
线路32条、调整优化线路94条、撤销线路23
条；累计开行公交、轨道接驳线路288条，开
行穿梭巴士 168 条；轨道最小行车间隔 2分
30秒，整体运能提升12%；落实65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乘车政策……

如果说轨道交通是城市的大动脉，那么公
交线路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通过打通家门
口到地铁口的“最后一公里”，重庆公交运营效
率大幅提升，在真正意义上畅通了城市交通血
脉。

“现在，城市大了，上班远了，但出行也越来
越方便了，到哪里都有公交车，怕堵车赶时间就
坐地铁轻轨，方便快捷。”如今，对于重庆众多上
班族来说，“公交+地铁”已成为他们日常出行
的主要方式。

“打造优质服务，涉及方方面面，在提升效
率同时，还要加强便民惠民设施的建设。”据透
露，目前，全市有70个轨道车站、198个出入口
的雨棚加装工作全面展开，已建成投用20个；
主城区轨道交通P+R停车场达到8个，停车位

约700个。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重庆交通开投集

团大力开展“互联网+”服务，积极打造“愉约
出行”平台，推行渝约公交、特需公交等多元
化出行模式。目前全市已累计开行定制公交
线路14条、特需公交线路44条、机场巴士专
线7条。2018年，600余条公交线路8700辆
公交车有望实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通过智
慧交通建设，为市民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优
质服务。

“公共交通运营服务提质，实际上就是提
高市民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安全度、满意
度。这就需要我们不断优化服务标准，创新
服务内涵，打造新时代的公共交通服务品
牌。”2018年，交通开投集团将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
要求，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三大攻坚战”“八
项行动计划”决策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统揽，以建
设人民满意城市交通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抓手，积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奋力开创城市交通一体化发展
新局面，在建设人民满意城市交通的新征程
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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