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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措施

1
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支持周期为3年。

享受《实施办法》规定的支持措施。

给予入选人才每人10万元人才奖励金。其中，从事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领域研究的，给予每人40万元研究支持经费；从事
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研究的，给予每人20万元研究支
持经费。研究支持经费按年度发放。

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青年拔尖人才到国际、国内学术组织
任职，优先推荐作为市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
市青联委员人选。

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青年拔尖人才主持、承担国家和市级
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建设项目、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建设项目、
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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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申报

资格审查

确定入选名单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年度遴选工作
总体安排，发布申报通知。

采取个人申报和单位推荐相结合方式进行。申报
人或者用人单位按属地管理原则，登录申报网站，进入
申报系统，根据个人申报项目类别进行申报。

各区县（自治县）党委组织部门和有关市级部门按
照属地和行业领域归口，对照条件要求，对推荐人选进
行资格审查。审查结果报市委组织部汇总。

市委组织部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第
一轮评审，提出初步人选。邀请专家采取会议评审等
方式进行第二轮评审，提出建议入选名单。市委组织
部部务会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考虑区域、行业、专
业分布等因素，形成拟入选名单。拟入选名单面向社
会公示5个工作日（按规定不予公示的除外）。

公示无异议的，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后，纳入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予以支持。

三、遴选认定

二、遴选条件
申报人应符合《实施办法》规定条件，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基 本 条 件

（二）申 报 条 件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
岗敬业，为人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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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英才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实施方案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实施方案（（试行试行））

一、目标任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
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培养造就大批优秀青年人

才，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英
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渝委办发〔2019〕52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重庆英才计划系列子项目实施方案⑤

从2019年起，每年遴选100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
会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给予重点支持。5年计划
遴选支持500名，力争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100人以上。

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实施，各区
县（自治县）、相关市级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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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

下（渝东北、渝东南片区申报
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42 周
岁）。

身心健康，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且全职在渝工作。
已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重庆英才

计划同层次项目不再受理。已入选重庆英才计划的，不重
复受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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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青年拔尖人才新建、扩建科研平台，强
化科研设施设备配备，鼓励争创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平台。

鼓励人才所在单位配套一定比例的奖励金和研究支持经
费，积极做好人才的培养、使用、管理、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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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通知

申报
自 然 科
学、工程
技术领域
人选，应
至少符合
以下条件
之一：

1

❶ 主持或参与过省部级及以上
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或技术成果
获得过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
励。

❷ 获得过全球排名前200位高
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职位。

❸ 具有原创性科研成果，并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高质
量论文，或科研成果产生重大经
济社会效益，或在临床一线取得
重要成果等。

❹ 在技术应用、技术转移、技术
创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成效
突出，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❺ 院士、“一事一议”引进的顶尖
人才、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等领
衔的创新团队成员。

申报
哲学社会
科学、文
化艺术领
域人选，
应至少符
合以下条
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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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主持或参与过省部级及以上
社科、人文研究项目；或作为主要
人员承担市级以上机构主办的文
化艺术活动，取得较大的经济社
会效益。

❷ 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优秀文
艺作品奖项，具有较高知名度。

❸ 获得过全球排名前200位高
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职位。

❹ 具有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高质
量论文。

❺“一事一议”引进的顶尖人才
领衔的创新团队成员。

申报
其他领域
人选，应
至少符合
以下条件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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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才能，业
绩突出，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
或领先地位，取得较大经济社会
效益。

❷ 具有技师及以上技能水平，具
有被行业公认的突出技艺，产生
较大影响或取得较大经济社会效
益。

❸ 其他在重点行业领域崭露头
角，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工作业
绩突出，具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
才的发展潜力。

渝东北、渝东南片区申报人
员，在站或出站留渝的优秀博士
后研究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纳
入支持范围。

纵深推进水治理
让一湾清流润热土

盛夏时节，碧空如洗，丰水期的龙
溪河在蓝天和青山的映衬下，碧波荡
漾，美不胜收。每天清晨和傍晚，到河
堤两岸散步、锻炼的群众络绎不绝，多
年未见的“夕阳唱晚，渔翁垂钓”的绝美
画卷也再次呈现。

这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景
观，是垫江县近年来大力推进水污染防
治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为实现水污
染治理的纵深推进，近年来垫江县大力
实施精准、重点、共治“三攻坚”，不断汇
聚合力推动县域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整
体向好。

对设施建设，垫江县大力实施“重
点”攻坚，不断完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二三级配套管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
施以及全县垃圾收运系统。仅在今年
上半年就启动了垫江县污水处理厂三
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完成了澄溪、
高安组团污水处理厂建设并投入调试
运行，完成城南应急污水处理设施扩容
改造等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及小城镇
管网三期工程，已完成40公里主管网及
二三级管网、90公里次支管网等污水收
集管网建设。

同时，突出清单式管理，大力实施
“精准”攻坚。对涉水污染源坚持清单

式整治，按照县、乡（镇、街）两级河长及
相关部门河长制工作职责，实行挂图作
战、精准治污，对畜禽养殖污染采取清
单式治理，对流域水质则持续清单式监
控。

此外，垫江县还不断突出机制创
新，营造了良好共治格局。先后与梁平
区、长寿区建立协同治水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龙溪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
偿协议》签订，形成了上下游协同治理
的强大合力；创建县域流域生态保护激
励补偿机制，出台《垫江县流域生态保
护激励补偿办法》，调动流域上下游乡
镇(街道)的治水积极性等。

严格执法气排放
让天朗气清绘美卷

“您的车在行驶中冒黑烟，请停车
接受检测。”近期在垫江城区，来自县生
态环保局、县公安局、县交管局等部门
工作人员正在路口设置的临时路检点

对疑似尾气超标及冒黑烟的车辆进行
检测。

据悉，这项联合执法检查工作已
在垫江成为常态化工作，对上路行驶
的超标车辆起到明显的震慑和警示作
用，仅在今年上半年就完成道路抽检
500余辆。同时垫江县生态环保局还
联合县商务委、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未发现违规停运回收装
置行为。

这种多部门参与，联合执法的新监
管模式只是该县在大气治理工作的一
个重要方面。据垫江县生态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护住“白云伴蓝天”美
丽画卷，近年来，该县不断强力整治工
业污染、大力控制交通污染、全面防治
扬尘污染、有效遏制生活污染。尤其是
在整治工业污染中，严把环保底线，对
县城10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严
厉禁止，对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和过剩
产能行业严控新建、改建、扩建，并不断
突出重点行业治理。

扬尘污染这一城市大气污染的主

要“元凶”也得到了严格治理。近年来，
垫江生态环保部门肩负起大气污染防
治的牵头责任，加大执法力度，集中力
量开展了扬尘污染治理工作；协调县住
房城乡建委建立施工工地控尘“红黄
蓝”名单管控制度，严格执行建筑工地

“十项强制性规定”，从源头上控制县城
施工扬尘污染；协调县城管局加强道路
冲洗、清扫保洁和养护力度，县城主次
干道机械清扫作业率、冲洗率达90%以
上……

以此联动共治，分类共管重点扬尘
源，垫江县扎实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明显改善了对环境空气治理的效
果。

标本兼治生态修复
让城乡美丽有价值

走进垫江县桂溪街道西山村矿山，
很容易就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
数年前这里到处可以看到的坑坑洼洼

的开采宕面早已消失不见，如今呈现在
眼前的是层层新绿给群山披上了新装。

同样迎来改变的矿山还有很多。
过去垫江县明月山脉矿山企业扎堆，带
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整体环境
带来了影响。因为采矿开挖，到处都可
以看到坑坑洼洼的开采宕面就像一块
块“疮疤”，大煞风景。

如何在生态与经济之间做出平衡，
垫江做出了选择。通过近几年的集中
整治和有序关停，如今这些矿山企业已
经全部关闭。为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
垫江县按照重点突出、分类施策、阶段
治理、全面复绿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
地实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2018
年以来，全县已有12家采矿企业开展了
复绿工作，复绿面积400亩。

为了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该县编制完成了《垫江县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面积199.2平方公里、耕
地保护红线面积108.68万亩、城镇开发
边界红线面积83.72平方公里，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47平方公里。

绿水青山带来生态美，但生态和价
值不可拆分，生态修复不应只有蓝天白
云碧水绿树，还要有完善的转化路径。

为此，近年来，垫江县依托明月山、
黄草山、精华山等生态安全屏障，以及
龙溪河及其支流大沙河、桂溪河、回龙
河、卧龙河等生态流域，规划明月山、精
华山生态旅游功能区，启动了明月山森
林公园、宝鼎山森林公园规划，大力发
展森林生态养生度假产业。

坚持生态修复，绿色底色持续夯
实，让垫江的山水既有绿水青山的“颜
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值。

河流、天空、山脉，这一碧、一蓝、一
绿，无疑是垫江生态发展多彩画卷中最
靓丽的几抹色彩。未来的垫江只要继
续打好生态这张牌，守住生态这条线，

“千年牡丹，秀美垫江”必将会闪耀出更
加斑斓绚烂的色彩。

手握生态好牌 坚守绿色发展垫江
最近一段时间，湛蓝的

天空和灿烂的晚霞是许多
垫江人在微信朋友圈中晒
出最多的主题。这也让越
来越多人在体会垫江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
更切身体验到高品质生活
的改变。

不仅是感受，还有数据
的实证。据垫江县生态环
保局最新监测显示，今年上
半年，该县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153天，同比增加3
天，PM2.5 平均浓度 44 微
克/立方米，较去年同期下
降7微克/立方米，县内回龙
河大河桥断面、曹回断面、
大沙河汪家断面、沙河断
面、桂溪河八一桥断面水质
均达到Ⅲ类……

良好的生态不仅成就
颜值，更是发展的优势。
2017年以来，垫江县深入贯
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坚持把做好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及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下功
夫、出实招、见实效，不断书
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动实践。

龙溪河普顺段，两名环保工作者在河面清漂

田园风光 摄/刘军

龙搏 况宇 王琳琳
图片除署名外由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碧水蓝天绿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