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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诞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 金平和一代代西政人接力，

参与编纂和宣传民法典

重庆17个区县出现暴雨
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主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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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立 彭瑜

近年来，华为、联想、戴尔、三星、富士康
和伟创力等国内外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成了梁平的常客。

“这些国际巨头是奔着重庆平伟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而来。”6月22日，梁平区负责人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平伟实业落户梁平10余
年，累计取得各类创新专利200多项，每年可
为客户提供新产品样本近2万种，“现在华
为、戴尔、三星、联想、OPPO、VIVO都等进
入了它的市场‘朋友圈’。”

该负责人表示，从“无中生有”到补链成

群，梁平正加快推动川渝东北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发展，共建电子信息产业示范带。

“无中生有”引来龙头企业
2007年，平伟实业落户梁平工业园区，

在此之前，梁平电子信息产业几乎是空白。
平伟实业的前身叫重庆泉湾半导体有限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1988年，一直以生产最简
单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电子二极管为主，
发展缓慢。直到2007年，这家在半导体行业
摸爬滚打了近20年的公司，产值还没有突破

1亿元，也未取得一项发明专利。
“我们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0%，用于

研发。”迁到梁平后，平伟实业董事长李述
洲作出一个决定——走创新路线，开发多
品类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让公司实现新突
破。“相当于每年在研发方面投入近千万
元，不少董事提出了异议。”李述洲说，要实
现更好发展，创新是唯一出路，他最终说服
了董事们。

平伟实业开始修建光电创新大楼、组建
重庆光电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攻半导

体器件及组件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和
LED光电产品的开发及应用示范。同时，以
高薪引进关键技术、特殊工艺、先进管理等方
面的高层次人才，建立完善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的制度，加速智力成果转化。

“两年时间，平伟实业就实现了专利零突
破，让梁平‘无中生有’填补了电子信息产业
的空白。”梁平区科技局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平伟实业拥有各类技术人员200多名，有
了自己的“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下转2版）

优化营商环境 依托龙头企业

梁平电子信息产业从“无中生有”到补链成群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6月27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
获悉，按照中央组织部部署，从今年5月起，我市基层党组织
扎实开展“党课开讲啦”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党组织讲
党课1.7万余场，参与党员72.5万人次。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党课开讲啦”活动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开展活动与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结合起来，组织党
组织书记、党员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
情防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表现突出的“身边榜样”等
讲党课，推动党课融入日常、做在经常，贴近实际、取得实效。

黔江区以支部为单位，结合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
党员轮流讲8分钟左右的微党课，通过一系列比赛，从中评出

区级“十佳宣讲员”和135名“优秀宣讲员”。随后，“优秀宣讲
员”组成微党课宣讲团，深入机关、农村、企业、社区、校园宣
讲。大家采取小品表演、诗朗诵、情景剧、讲故事、说见闻等形
式讲党课，让党课教育变生动、接地气。目前，该区宣讲员已深
入75个机关事业单位、160个村（社区）、29家企业、66所中小
学校开展微党课宣讲330场，直接受众1.5万余人。

渝中区深入开展区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基层党
组织书记集中赛党课、先进典型代表讲专题党课活动。该区
结合每两周举办1期的“新时代渝中大讲堂”，邀请各条战线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中表现突出的党员医务工
作者、社区工作者和非公党组织书记先进典型代表，面向基层
党员讲授专题党课。 （下转4版）

创新形式融入日常 生动鲜活贴近实际

重庆基层党组织扎实开展“党课开讲啦”活动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上，我市
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主城都市区内部各区的
互联互通，打造“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
圈”。这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推动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四铁融合”，建
设一个“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

具体如何打造？6月26日，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及交通开投集团轨道设计院相关负责
人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市将从
完善城市发展规划、建设超千公里城市轨道
网络、升级智能运营服务体系、打造千亿轨道
产业链条、塑造靓丽城市名片、探索商业生态
模式等六方面来建设。

预计到2035年，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轨
道交通最小发车间隔在2分钟以内，轨道交
通出行分担率占公共交通出行的80%以上，
轨道线网密度由目前0.66公里／平方公里提
升到1.41公里／平方公里。

一体化交通：实现多线接驳
发展轨道交通，是现代大都市交通发展

的重要方向，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
为此，我市将建立一体化交通体系，即实

现航空、高铁、市域快线、轨道、地面公交的多
线接驳和无缝换乘。具体包括：通过改造和
新增公交停靠站、增设轨道和公交风雨连廊
等方式，优化既有及在建线路公交换乘接驳；
在新建轨道线路的同时，同步规划、实施、投
用换乘设施，实现轨道站与公交换乘距离控
制在50米范围内。

同时，轨道交通列车将实行跨线运行、快
慢车运行，满足乘客不同的出行需求。

轨道网络：总里程将超千公里
据规划，重庆将建设总里程超千公

里的城市轨道网络。届时，轨道交通网
不仅会成为市民出行的快速通道，而且也
将成为主城都市区城市集聚发展的轴线
和纽带。

目前，我市轨道交通线路已建成通车里
程达329公里，在建里程达192公里。

今年，我市将加快启动轨道交通第四
期规划项目建设。至2022年，重庆轨道建
成运营里程达500+公里。至2025年，重庆
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将达 750公里，保持西
部领先。

同时，我市还将规划建设都市快线（市域
铁路）网，并将都市快线延伸到四川毗邻城
市，推动成渝轨道交通互联。

智慧交通：大量应用智能化手段
智慧出行，是未来交通发展的一大趋势。
目前，我市轨道交通已进行部分智能化

升级改造，如推行“渝畅行”App，实现了移动
扫描支付、行程规划等功能。

今后，轨道交通还将应用无感安检、刷脸
支付等智能化手段。 （下转4版）

多种交通无缝换乘 智能化助力市民出行

重庆六方面发力建设“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6月 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我市持续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推动
乡村振兴。截至5月底，我市集体经济

“空壳村”占比已降到22.4%。今年，我
市将力争全市85%左右的行政村都取
得集体经济收益，2022年，我市将基本
消除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

“空壳村”，是指集体经济薄弱、财
政亏空的村子。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
力到城里“掘金”，农村出现了“空壳
化”，留下老弱病残和妇孺。市财政局
负责人介绍，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
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引导各村从实际
出发，面向市场，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
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经
营、项目拉动等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

采摘草莓、采挖莲藕、野营垂钓
……奉节县鹤峰乡莲花社区，每年吸引
3万多人“打卡”。“以前我们是守着‘金
山’讨饭吃，现在社区居民都有集体经
济股份。”社区书记朱炳宣说，2016年，
该社区成立股份经济联合社，建立集体
经济产业园，发展观光农业、生态产业，
现在村集体资产已接近4000万元。

在重庆像莲花社区一样的案例还
有很多。比如永川区何埂镇狮子村，把
财政补助资金作为业主、集体和农户共
同持股资金，投入华恩农业公司、正百
农业公司等企业，发展特色蔬菜、食用
菌等产业；奉节青龙镇大窝社区，打造
矿区工业遗址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年
集体经济收益 700余万元，居民分红
230余万元；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近3
年村集体收入平均每年超过30万元。

有关数据显示，自2016年开始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我
市村级集体经济试点范围已由16个区
县扩大到38个涉农区县，试点村增加到
4594个，受益人口超过900万人。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我市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截
至2019年年底，全市财政已累计投入以
奖代补资金22.5亿元，对土地流转、零散土地整治、发展为农
服务、物业经营等进行补助。今年以来，市财政已安排财政资
金3.5亿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同时，区县也加快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步伐。2019年
以来，万州整合1.3亿元，撬动社会资本1.6亿元，支持508个
村开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渝北投入4860万元，整合1350万
元，试点村总收入由133万元提高到19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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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轨道

交通最小发车间隔在 2分钟
以内，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占

公共交通出行的80%以上，

轨道线网密度由目前0.66公里／

平方公里提升到到 11..4141公里公里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6月27日，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
业园，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的车间里一片繁忙。该公司自
2018至2020年5月底在永川累计实现
销售1144.73亿元，纳税17.3亿元。截
至2020年5月31日，该公司累计生产
整 车 45512 台 ，实 现 销 售 44.43 亿
元。

据了解，长城汽车永川基地秉承
“绿色环保、精益高效”理念，打造国际
一流智慧化工厂。今年预计生产 10
万台，挑战11万台。目前，永川造“长
城炮”在全国各地均有销售，下一步还
将出口澳洲、非洲、南美等地区。

通讯员 陈仕川 摄/视觉重庆

6月27日，果农们在巫山县水运码头交易巫山脆李。有
“中国脆李之乡”之称的巫山县，脆李种植规模已达28万亩，
其中有10万亩进入丰产期，今年巫山脆李预计产量达9.5万
吨，产值10亿元，将使近万户种植脆李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视觉重庆

巫山脆李丰产

永川造长城汽车
产销两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韩毅）刚刚过
去的端午小长假，重庆商品消费升温、休闲消
费回升，节日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据市商务
委6月27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端午3天
假期，我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企业实现零
售额17.4亿元，同比增长7.5%。

节日期间，各大商圈、购物中心、大型超
市实现了客流量和销售量恢复性增长。

据市商务委监测，端午期间，我市商品消
费市场明显回暖。主城六大商圈零售额增长
4%。其中，观音桥商圈、三峡广场商圈零售
额分别增长7.4%、7.1%。

各大餐饮企业紧扣民俗、亲情主题，推出
吸引市民的大众实惠型家宴、团圆宴等餐饮
服务。并在打折、团购等传统促销方式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利用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兴方
式积聚人气、带动节日餐饮消费。

此外，在购新车、以旧换新补贴及车展优
惠延续等政策叠加下，我市汽车销售在节日期
间持续放量。其中，百事达汽车增幅达到近
50%，商社汽贸销售量是去年同期的1.9倍。

据市文化旅游委介绍，我市各区县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341场，其中线下
293场、线上48场，以“品棕香 猜谜语”、龙
舟赛、乡村旅游、汉服巡游、诗词诵读、古琴演
奏、艺术展览、文艺演出、手工活动等形式，邀
请游客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我市休闲消费呈

现出回升势头。
全市重点景区接待回暖，在严格按照“限

量、预约、错峰”有序开放要求下，全市238家
景区对外开放，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266万
人次，其中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2.64
万人次、南川金佛山接待游客0.85万人次、
江津四面山接待游客2.02万人次、重庆磁器
口古镇接待游客7.03万人次。

市内近郊游、城市周边游、乡村生态游、
自驾游成为假期旅游热点，游客的个性化、品
质化、体验化需求旺盛，亲手采摘、劳作体验、

欣赏田园美景成为市民端午出行亮点。江津
推出了“东西南北中”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旅
游迎来人气高潮，累计共接待游客19.9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共9980万元；南川、璧山、石
柱和彭水，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结合地域特
色，通过加强商旅文融合促消费，节日期间，四
区县农家乐营业额分别增长15.2%、14.3%、
17.1%、16.7%；北碚、云阳、梁平和綦江等区县
结合当季特色，推出集观赏、娱乐于一体的
小龙虾垂钓、采摘、儿童游乐和赏荷等活动，
重点监测农家乐营业额增幅均超过20%。

端午小长假重庆消费市场明显回暖
近郊游、周边游成假期旅游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