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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疑是今
年市两会热词。1月11日，市人大代
表、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接受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是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重庆发展的亲切
关怀、给重庆的“大礼包”，永川区将更
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坚持“一盘棋”，唱好“双城记”，做强

“经济圈”。

坚持“一盘棋”
一节点一支点成最新战略定位

滕宏伟表示，要始终把永川放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高度，“一盘
棋”谋划发展，着力建设成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重庆主城都市区
战略支点。

“永川位于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
市之间，处在成渝地区的主轴线上，发挥
着承东接西、左传右递的重要作用，本来
就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
他说，永川将立足节点区位，加快提升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吸引生产要素及人口
集聚，更好发挥重要节点作用。

此外，永川现拥有各类片区机构
63个、科研机构和技术中心24个；有
全市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14万在校
学生中90%来自区外，其中45%来自
贵州、四川等地；全区有两家三级甲等
医院，其中重医附属永川医院的住院病
人40%以上来自周边区县。在产业方
面，永川已形成汽车及零部件、智能装
备、电子信息、特色轻工、新能源及新材
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集群，拥有4个
百亿级企业。

滕宏伟认为，不论是过去的渝西地
区还是现在的主城都市区，永川一直处
于“第一梯队”。永川将用好用足这些
传统优势、平台功能、工作基础，既向重
庆主城加快融入，承担好主城功能疏
解，又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发挥
好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唱好“双城记”
加入重庆GDP千亿城市俱乐部

“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在做大做强重庆、成都两个‘极核城市’
的同时，还需要若干个‘城市点’来支
撑，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推动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滕宏伟表示，要实现这一目
标，永川各方面工作必须走在全市前
列，经济发展也必须保持较快增长和高
质量增长。

他透露，永川区2019年GDP预计
全年实现增长10%左右，随着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的投产放量，将持续呈现出“指
标向好、结构向优、动能向新”的良好态
势。为此，永川区确定2020年全区GDP
增长9.5%左右的预期目标，届时将正式
加入重庆GDP千亿城市俱乐部，为助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力量。

做强“经济圈”
产、城、景都有大动作

滕宏伟表示，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部率先崛起，永川区将加快推动
产、城、景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在“产”方面，将着力打造成渝地区
重要的大型现代产业基地，做大做强

“一城六园”，即以长城汽车为依托的
1000亿级汽车产业生态城、以理文纸
业为依托的400亿级特色轻工产业园、
以高端数控机床为引领的200亿级中
德智能产业园、以晨阳水漆为依托的
200亿级环保新材料产业园、以东鹏陶
瓷为依托的100亿级智能家居产业园、
以中船重工为依托的100亿级军民融
合产业园和以数字经济为重点的400
亿级大数据产业园。

在“城”方面，永川区将着眼56公
里高速环线、175平方公里合围区域，
以交通、产业、功能的提升加速吸引生
产要素及人口，加快建成100平方公
里、100万城区人口的成渝地区“双百”
级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景”方面，永川区将加快每500
米一个市民公园、每1000米一个休闲
广场、每2000米一处湖泊景观建设，加
快茶山竹海创建国家5A级景区，松溉
古镇创建国家4A级景区，并带动朱沱
镇、松溉镇一体化发展，实现“把城区建
成景区的客厅，把景区建成城区的花
园”目标。

永川将建成渝地区“双百”级区域性中心城市
——访市人大代表、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本报记者 黄乔 杨铌紫
实习生 饶桐语

环卫工人、保安保洁员、快递小哥
等劳动者，由于工作地点分散，工作环
境和条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普遍存
在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如厕难等
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劳
动者港湾”，让劳动者累了能歇脚、渴
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

如何进一步把“劳动者港湾”资源
与群众需求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服务
劳动者？这成为会内会外热议的一大
话题。

代表委员：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多关怀

“前两天我们刚刚到全区的15个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为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管道维修人员
等免费赠送了500多份爱心午餐。”
市政协委员、渝中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萍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春节即将来临，希望广大户外劳
动者在寒冷冬日能感受到工会组织
的温暖。

王萍介绍，自2016年以来，渝中
区在华福巷社区、金银湾社区、菜园坝
垃圾中转站、大黄路公厕等4处户外
劳动者相对集中、场地设备相对齐备、
位置醒目方便出入的地点进行指导建
设，并于2017年全部创建成为重庆市
户外劳动者站点首批示范点。2018
年，该区筹集资金近20万元命名了位
于辖区建筑工地、企业、社区的11家
区级户外劳动者站点。目前，渝中区
已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15个。“接

下来，我们将深化站点建设，进一步整
合资源、扩面提效，做实做细户外劳动
者服务工作，切实发挥阵地作用，让更
多户外劳动者深切感受到来自党委政
府、工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
暖。”

上个月，九龙坡区总工会联合建
设银行杨家坪支行揭牌了该区的“工
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劳动者港
湾”。市人大代表、九龙坡区总工会
副主席（兼）黄春梅说，九龙坡区“劳
动者港湾”有24个，对外开放卫生间
16个，累计服务劳动职工19.6 万人
次，极大地为户外劳动者解决了困
难。

下一步，我们将号召更多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加入进来，继续加大建
设力度，完善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形成
覆盖全区的服务户外劳动者体系，让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真正成为广大职
工的“温馨港湾”。

环卫工人：
一口热饭，暖胃更暖心

“‘劳动者港湾’虽然不大，但每项
功能都契合我们的需求。”九龙坡区环
卫工人秦学梅说，其最大的便利，就是
解决了“热饭难”这一问题。1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政府工作报告提
及的建设劳动者港湾这一内容，第一
时间连线了秦学梅。

秦学梅工作是两班倒，但难免会
遇上连续上班的情况。“每到这个时
候，吃饭时间就紧张了。”秦学梅说，

“我们规定十二点半开始热饭，下午一
点上班，但公司只有两台热饭机器，十
几位同事同时下班，排队热饭就特别
拥挤。”

“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我回公司热
饭、吃饭，再赶去上班……一旦路上有
点耽搁，或者遇上人多来不及，就只好
吃冷饭。夏天还好，冬天只能选择饿
肚子。”秦学梅说，现在好了，热饭只需
要到附近的劳动者港湾，不但路程短，
热饭也没那么拥挤，保证每次都能吃
上热乎乎的饭菜。“一口热饭，暖的不
止是胃，更是心！”

对于劳动者港湾，秦学梅还有一
个小小的期望——希望通过港湾，让
更多的人了解环卫工人的职责，让环
卫工人能得到更多尊重。

“我一直以自己的工作为荣，但穿
工作服出去吃饭，会遇到店家不让我
进门的情况。”秦学梅说，这比吃冷饭
更难过，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工作
也不容易，哪怕给我们递上一杯水，都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爱心港湾建设者：
让小小港湾智能化

“‘劳动者港湾’是建行主动开放
营业网点，为劳动者提供的便民服务

场所。”建行杨家坪支行副行长杨钶
说，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劳
动者的参与付出。特别是户外劳动
者，他们战酷暑、斗严寒，给大家生活
带来了安全、便利与舒适。

杨钶介绍，2018年7月，建设银行
在全行网点打造“劳动者港湾”——向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等户外
工作者及其他劳动者提供歇脚休息的
场所；向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考生
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提供个性化服
务；向社会公众提供临时休息、失物招
领等惠民服务；向社会公众提供党建、
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等公
众教育宣传。

劳动者港湾里设有卫生间、饮水
机、休息桌椅、手机充电器、防暑降温
药品、微波炉、放大镜、点验钞机等基
础惠民服务设施，还有雨具、急救箱等
应急设施以及可折叠轮椅、婴儿车、助
盲卡等特色服务设施。“我们的目的就
是让老百姓来‘港湾’，累了能歇脚，渴
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
杨钶说。

截至去年12月，建行重庆市分行
“劳动者港湾”已覆盖全部280个网
点，对外开放卫生间198个，累计服务
人次达269万,港湾App累计注册用
户45万户。

“建行杨家坪支行与团市委、市青
联、九龙坡区团委共建的‘青春加油
站·劳动者港湾’也于去年9月12日正
式启用并投入服务，为青年劳动者提
供便利服务。”杨钶表示，下一步，建行
还将继续打造一系列“特色港湾”，让
惠民服务常态化特色化。同时，升级

“劳动者港湾”+智能应用，让线上服
务更加完善，持续为社会大众提供更
有温度的服务。

让劳动者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劳动者港湾引发会内会外热议

□本报记者 张莎

“聆听政府工作报告，我非常振奋，
更感到责任重大、大有可为！”1月11
日，市人大代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
委书记管洪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作为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的人
大代表，要进一步营造感恩奋进良好氛
围，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把新业绩新成效宣传好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增长”

“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
计分别增长8.6%、9.7%”“学前教育普
惠率81.6%”“智能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4%”“汽车产业加速转型、新能源汽车
产量预计增长10%”……采访中，管洪
向记者列数了一组政府工作报告中让
他兴奋不已、划下重点的数据。

他说，自己认真将去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和今年的进行对比，明显感受到重
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态势更加明显，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实实在在提升。

新的一年，重庆人民还要努力奔
跑、追梦前行。管洪说，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要把市委市政府、重庆人民感恩奋
进，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的浓厚氛围宣传好；把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推
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的浓厚氛围宣传
好；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奋
斗取得的新业绩、重庆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新发展理念的新成效宣传好。

持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管洪表示，作为党报集团，下一步
要贯彻好落实好报告精神，牢记总书记
殷殷嘱托，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移
动为先、创新为要，持续推动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加快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
他介绍，去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建成“上
游云”。“上游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量
超过2500万，集团全媒体覆盖数超过
3.5亿人次，同时牵头完成了12个区县
的融媒体中心建设。

今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继续在
推动“主力军上主战场”“提升主流媒体
的网络引导力、影响力”“用主流价值来
引领网络舆论”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完
成其他区县的融媒体中心建设任务。

三个项目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管洪说，2020年，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将继续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进一步发
挥媒体优势，发挥好重庆国家广告产业
园区、重庆文博会等平台作用，以3个
重点项目为载体,为加快重庆文化产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首先是重庆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四

期建设。目前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超
过 600 家、产值超过 45 亿元，力争
2021年入驻企业超过1000家，产值超
过100亿元。同时接续推进产业园区
五期建设，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完善
服务功能、提升产业等级，将项目向纵
深推进。

其次是T23时装小镇,将建设成
为集临空服务消费、时装展示交流、高
端体验消费、新商业业态为一体的城市
提升项目新地标，预计今年内一期项目
建成开放。

第三是深度挖掘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鹿角温泉、樵坪重报怡家人的资源优
势，联合香港置地，打造重庆的温泉山
地康养新亮点。

管洪表示，通过助推文化产业发
展，壮大自身实力，有望早日把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建设成为有强大实力和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传
媒集团。

营造感恩奋进良好氛围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访市人大代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洪 □刘江

政协科学技术界别的委员发
言，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场小组讨
论会听下来，“科技创新”“科技人
才”是当之无愧的高频词。

1 月 11 日下午，政协委员分组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2 点刚过，提
前进入会场的张舰委员就和其他委
员围在一起，热烈讨论起重庆科学
城的未来。会议开始后，多位委员
在发言中表示，重庆正成为科技创
新的热土。

放眼全球，科技创新竞争形势
逼人。抢占先机，关键靠人才。高
水平创新人才不足，恰恰是重庆创
新发展的短板。一位委员坦言：“重
庆能引进优秀的科技型企业，但若
缺乏相应的科技人才，最终还是会
影响成效。”

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引进人才
并非易事。如果不拿出“敢为天下
先”的勇气，亮出实招新招，就无法和

北上广深等城市竞争。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
双翼委员的经历，颇能给重庆引才工
作一些启发。正是重庆提供的干事
舞台，让他毅然放弃了深圳的高薪岗
位。对于中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提供
挑大梁、担重任的机会，可能比眼前
的优异待遇更具吸引力。

科技创新不会马上见效果，既
需要社会的支持，也需要科研人员
的执着坚持。捧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重庆大学周绪红院士，带领
团队苦心研究了20年，成为坚守科
学精神的生动诠释。周院士曾说
过：“我认为要搞好科研工作，最重
要的还是责任心和持之以恒地投
入、追求和探索。”

今天的重庆，特别需要创新，特
别需要顽强奋斗。感受会场内扑面
而来的创新激情，持续打造创新热
土，支持科研人员投身“板凳甘坐十
年冷”的潜心钻研，重庆未来将收获
更强劲的发展新动能。

“热土”和“冷板凳”

提案点击两会连线

两会走笔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月9
日，参加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市
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教授程德安提交提案，建议加
强重庆开放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和利
用，打造布局简约、主题突出、内容
翔实、互动性强、有震撼力吸引力的
开放历史文化建筑群。

程德安介绍，据初步统计，全市
开放历史文化建筑共53处，其中已使
用的29处，未利用的24处。目前重
庆开放历史文化建筑在保护和利用
中存在产权不明晰、管理单位分散、
无形资产的评估工作有待跟进、开放
利用不够、研究展示不够等问题。

“产权明晰是历史文化开发利
用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产权登记
为开放历史文化建筑文物的保护和
开发创造条件。”程德安建议，我市
应加强开放历史文化建筑的产权确

权工作，同时，还应开展开放历史文
化资源的数字化工作，组织专家、学
者、记者等编著一本重庆对外开放
历史文化建筑打卡的书籍，并将其
译成英、法、德、俄等多国语言发行，
充分展示重庆开放历史文化，让这
些见证重庆开放历史的建筑成为新
的打卡地。

“开放文化建设不应只是政府
和企业的事，应当吸引更多市民参
与其中。”程德安说，我市开放历史
文化建筑多数座落在渝中区和南岸
区的人口密集区，他们与周边社区
早已紧密融为一体。开发利用中可
以尝试将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联
系在一起，让城市居民参与到开放
文化的传承和建设之中，让游客游
览文化景点的同时，能轻易接触到
开放文化精神的承载者、拥有者和
传播者。

市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

让见证重庆开放历史的建筑
成为新的打卡地

九龙坡区联合建设银行杨家坪支行建设的劳动者港湾。
（受访者供图）

两会声音

市民通过下载“劳动者港湾”App可以查看离自己最近的“劳动者港湾”的
位置。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高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