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周宇

2019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二 4版

“国家消防救援队伍要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
力量，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而英勇奋斗……”2018年11月9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铿锵激昂的训
词，赋予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全新的历史使命。

潼南区消防支队立足职责使命，
通过“三抓三促”切实学习践行训词
精神，将其持续转化为高标准抓好主
业工作、推动队伍发展的实际行动。

党委统揽抓学习
凝聚思想促忠诚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仪
式召开后，潼南区消防支队第一时间
召开党委（扩大）会，召集支队全体人
员集中学习传达重要训词精神，并迅
速将仪式情况和训词内容报告上级党
委政府，推动落实在区委常委会上专
题学习，切实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关。

2018年12月29日，潼南区消防

支队隆重举行迎旗、授衔和换装仪
式，标志着全区消防队伍改革发展，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随后，潼南区消防支队紧紧围绕
改革教育主题，结合中办、国办《组建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
政策宣讲内容，研究制定《改革政策
问答手册》，配发支队全体指战员、专
职队员和消防文员，并派出党委班子
成员深入一线，指导各党支部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集中学习、分组讨论、个
别座谈等方式，有序有力开展训词精
神学习和改革政策宣讲。

立足使命抓传承
丰富教育促认同

潼南区消防支队传承老区红色
基因，依托辖区杨尚昆故里、杨闇公

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分批组织
指战员参观学习，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举行迎旗仪式、邀请老兵座谈等
方式，引导指战员树立正确改革观。
筑牢消防发展理念，以二等功臣王雨
龙，“十佳带兵人”谯兴华服役经历为
蓝本，结合“6.30”抗洪抢险、“4.26”中
欣维动力厂房火灾等重大灭火救援
战例处置，重现潼南消防67年发展
史；同时，邀请知名作曲家张烈，编写
队歌《火中凤凰》并改编为音乐剧，激
发指战员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结合实践抓管理
严管厚爱促稳定

潼南区消防支队稳控违纪风险，
由支队纪委牵头成立2个督查组，紧
盯“人、车、酒、赌、财、密”6个关键环

节，对支队机关、执勤中队不定时督查
暗访32次，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40
余条；开展执法人员公开述职述廉及
执法回访，覆盖12个系统的150余家
社会单位，有效防范和化解事故隐患
苗头。

同时，该支队按照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要求，紧盯公务活动、食堂管理、
公车使用、滥发津补贴等环节，对6
大方面 17种典型问题进行自查自
纠，严防“微腐败”和“四风”问题反弹
回潮。

此外，该支队积极协调区民政
局、区各大医院、客运总站、景区、银
行等单位，在全市率先施行“消防救
援人员优先”政策，营造拴心留人的
良好条件。

紧扣训词谋发展 “三抓三促”强队伍
潼南区消防支队全力提升改制转隶期间教育管理工作质效

迎旗、授衔和换装仪式现场
杨逸夫

图片由潼南区消防支队提供

1月9日，在巴南经济园区界石组团，总
投资93亿元、涉及大数据智能化、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职业教育、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的
1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拉开了巴南2019
年重点项目建设序幕。无独有偶，当天，总投
资156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也集中签约落
户巴南，为巴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新年伊始，为何有如此多的重大项目
密集落户巴南开工建设？

搭建高规格发展平台，实现产业
链企业快速聚集

“这与我们不断努力，搭建高规格发展平
台密不可分。”巴南区发改委负责人介绍，以
前，巴南区与许多地方一样，以一些园区为依
托开展招商，但由于同类型园区较多，使得竞
争很是激烈，招商成效也受到影响。

为此，巴南区站在区域发展的全局，从国
际国内定位、战略目标、实施路径等维度，系
统谋划园区长远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打造高

规格的发展平台，陆续建立起以“鹿角——界
石——南彭”为核心（含公路物流园、经济园
区界石组团等）的“南部新城”；以木洞生物医
药产业园为依托的“国际生物城”；以高职城、
云计算产业园为核心的“科技教育城”等“三
城”平台，解决平台定位低、招商优势弱、配套
滞后等瓶颈问题，招商成效显著。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作为朝阳产业
之一，生物医药国家重视、地方争抢，全国
300多家园区“竞相绽放”。在重庆，产业
竞争也日趋白热化。面对严峻的竞争形
势，巴南生物医药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下一步怎么走？如何承担责任、做大做
强？这些都成为巴南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

紧迫的难题。
巴南经济园区（木洞组团）最开始被定位

为全市重点布局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定位
不高，为此，巴南区不断整合资源、提升巴南
在全市医药产业中的战略地位。2017年，园
区上升为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园，2018年
底，被升格为重庆国际生物城。短短几年时
间，诞生了“重庆国际生物城”这一高规格平
台，加上巴南积累的产业基础，使如今巴南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迎来黄金期，相关产业链企
业快速聚集。

目前，生物城已引入智睿生物医药、美国
Athenex制药、万全药业、香雪制药等40个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入驻、投资总额300亿元、
达产产值600亿元。加上此次落户巴南的企
业，巴南生物医药产业大势已成，未来，将有
望成为巴南乃至重庆的又一重要支柱产业。

聚焦精准化服务，狠抓存量“再招商”

“实际上，这批项目能再次落户巴南，就
是企业对巴南优越营商环境的最大肯定。”巴
南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巴南区花大
力气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众多措施，确保各
个项目的顺利建设和生产。近两年来，巴南
区就聚焦企业“经营难”的问题，大力为企业
降本减负，让企业可以“轻装上阵”。

作为一家大型工业制造企业，宗申是传
统的用电大户，但最近两年，在企业的成本核
算中，其电费支出却是显著下降，而这一切都
源于巴南区推进的企业与电厂间的“电力直
接交易试点”。据统计，仅在电费一项，2018
年，巴南区就为91家用电大户，节约用电支
出4000多万元。

除了用电外，巴南区还在积极清理规范

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税费、融资成本、制度性
交易成本等方面发力，切实为企业减负。如
巴南区经信委加大协调服务力度，精准、高
效、靠前服务工业企业，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问
题100多个，办结率达100%；“新工通”等中
小企业融资平台为智能制造企业提供贷款
26户30笔，累计1.52亿元；促进工业企业产
品本地消纳约93亿元等。全年积极向上争
取各级各类扶持资金共计8000多万元。

“在此次集中开工签约上，就有美利信通
信5G陶瓷滤波器，平山矿山等近10个‘再招
商’项目开工签约，可以说，这是对我们加强企
业精准化服务最大的肯定。”该负责人说道。

借力开放通道建设，形成以商招
商良性循环

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此次就有数个重点服务
业项目落户巴南。“这是我们借力开放通道建
设，狠抓落户企业‘以商招商’所取得的成
效。”巴南区投促办负责人介绍，巴南区是重
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之一，境内布局有重
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重庆南彭
公路车检场，开通了重庆东盟公路班车，落户
了京东全球购等重大项目，这些资源都成为
巴南吸引相关企业落户的重要支撑。

随着重庆东盟公路班车等国际贸易通道
的常态化运行，使巴南逐渐成为重庆向南开
放的门户，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以商招商”
的方式快速聚集起来，形成了招商良性循环。

“我们这个项目落户巴南，就是看中了巴
南在物流产业方面的区位优势，以及深厚的
产业基础。”申通快递是国内快递行业的龙头
企业和最具影响力的民营快递企业之一。该
负责人表示，未来，申通将在巴南建设西南地
区总部和电商物流科技产业园项目，与其他
物流企业共同抱团发展，实现共赢。

目前，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
已相继有京东全球购、重庆顺君意物流、斯诺
公司、泰科公司、鑫任达、泰越通、智合信、朋来
丰等14家企业已签约入驻，租仓面积约2万
方。2018年B保累计进出口值约19.5亿元，
是2017年进出口总货值的11.4倍。

总投资156亿元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巴南发展平台为啥就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王翔

1月5日，涪陵区同时举行了4场重点项
目集中开竣工仪式，涉及新材料、食品、综合
保税区、城市综合体、教育医疗、城市道路等
领域的19个项目开工，合计总投资达183.1
亿元；7个涉及城市基础设施、互联网大数等
领域的项目竣工，总投资达38.9亿元。

“三百”行动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

“拼优惠政策招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
在要比环境、比服务、比专业。”涪陵区委负责
人表示，牢固树立企业无小事的理念，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才能引来好
商大商。

一年多来，该区通过开展“三百”行动，即
“百名领导联系企业，百个科室对接企业，百
项涉企问题化解”，查摆问题、攻坚整治、建章
立制、总结提升，对营商环境，产业政策，招商
承诺，涉企收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整治。并

要求全区各级干部、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提
高服务效能，真正为企业发展打破政策壁垒、
打通办事渠道、打消发展顾虑献计献策。涪
陵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几乎所
有涉营商环境改善的干部和机构都参与到其
中。

几个月下来，涪陵区共汇总收集到120
多个涉及域内企业个性和共性的问题，形成
了《涪陵区百项涉企问题化解责任分解表》，成
为该区“三百”行动的首张“作战图”。面对一
项项问题，涪陵区领导带头走访企业，召开现
场办公会、座谈会、专题研究会等排查、梳理、
解决和沟通。以融资问题为例，该区通过积极
搭建银企沟通平台，开展“助保贷”“应急转贷”
等，目前，已累计为49户企业融资3.5亿元，为
41户企业提供转贷应急资金4.5亿元，为290

户小微企业获得无抵押贷款1.8亿元。
一年多以来，该区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

管理咨询技术服务200余次，培训1200余人
次。严格执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等政策，充
分利用页岩气就地转化利用优势，累计为企
业减负1.4亿元，为企业节约用能成本1.7亿
元，为民企减税超8亿元。

目前，涪陵全区共实地走访企业370户
1487人次，其中，区级领导联系对接企业156
户，走访调研349人次，部门领导联系走访
541人次，科室对接服务775人次。

打破桎梏高效率精准化服务民营经济

去年 9月，涪陵区的一项经验被市相
关部门发文要求在全市推广。这就是涪
陵区在二手房过户手续办理中，通过“只

进一个窗口、只交一套材料、只要一个小
时”提升效率、简化流程、压缩时间的举措
经验。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二手房过户手续办
理期为15天，重庆普遍办理时间在2-3个工
作日，且办理过程较为复杂。企业逾期还款
哪怕只有一个小时，造成的银行失信损失便
不可估量。这样的状况，催生了以办理“快
件”为生的“代办”。

为提升效率，涪陵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只进一个窗口、只交一套材料、只要一个
小时”，打造办事流水线，把预审、受理、审核、
缮证、缴费、发证的办理从办公室移到前台，
实现手续办理无缝衔接。需事主参与的环节
从9个缩减为3个，时限更是缩短到1小时之
内。

涪陵区还优化准入环境，将申办营业执
照、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的时间，由20个工作
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拓宽“银政通”服务
内容，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实施“微企
户做大、微企园做优、微企村做强”三项计
划。全区行政审批项目由440多项减至311
项左右，59项事项做到即到即办、立等可取，
369项事项做到一次办结。

统筹全区力量专业化招商力争新突破

1月 5日的集中开工现场，“万凯年产

120万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举行了奠基典礼。该项目由浙江万凯集团
投资36亿元在涪陵兴建，产品主要用于饮
用水、热罐装饮料、碳酸饮料、食用油、酒类
等包装，以及膜、片材、工业丝、医疗、电子
等领域包装，可广泛替代传统包装材料，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预计年产值可达 120
亿元。

据投资方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之所
以选址在涪陵，一方面是看重当地的营商
环境，另一方面在于当地招商引资过程中
的专业化和灵活性。去年以来，涪陵区通
过抓统筹促合力，在政策给与、项目审批和
工作调度中坚持全区统筹，对全区招商引
资扶持政策进行收集整理，分行业、分产业
对土地及要素供给、产业扶持、股权投资、
高管奖励、住房保障等普惠政策进行规范
明确。

该区还坚持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综
合发力，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对接汇报力
度，获取了正大集团、康师傅等10余家企
业投资线索，实现部分项目成功落地；与
上海汽车协会、上海有色金属协会、浙江
投资促进会等10多个行业协会、商会平台
建立合作关系，做到“闻风而动、拎包就
走”，先后挖掘项目线索60余条，累计接待
客商150余批次；强化招商引资落地企业
的协调服务，助力重大项目缩短落地周期
尽快上马。

今年，该区将继续把招商引资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进一步完善招商工作机制，配强配
专招商队伍，在梳理现有产业、行业基础上，
加强分析研判、坚持问题导向、执行灵活政
策，力争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35个，其
中，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10个，投资或产值
50亿元以上项目4个。

总投资183亿元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涪陵招商引资缘何迎来收获期
本报记者 王亚同

● 巴南区建立“三城”平
台，解决招商中的瓶颈问题

●巴南区聚焦企业“经营
难”的问题，大力为企业降本减
负，让企业可以“轻装上阵”

●重庆东盟公路班车等国
际贸易通道的常态化运行，使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以商招
商”的方式快速聚集起来

● 通过开展“三百”行动，几个月来涪陵共汇总收集了120多个涉
及企业个性和共性的问题

●涪陵区提出，“只进一个窗口、只交一套材料、只要一个小时”，打
造办事流水线，实现手续办理无缝衔接

●今年，力争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35个，其中，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10个，投资或产值50亿元以上项目4个

1月9日，巴南经济园区界石组团，巴南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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