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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年。垫江作为川渝东部
唱响“双城记”的“排头兵”、重庆“区
群联动”的“传动轴”，将如何迈好第
一步，融入新发展格局？近日，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了垫江县委书记蒲彬
彬。

重庆日报：刚刚过去的 2020 年，
垫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

蒲彬彬：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
击之下，全县经济发展逆势而上、逐
季攀升，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
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3%，
税收收入增长2.9%，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0%，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排位进入
全市第一方阵、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前列，创直辖以来最高。三大攻坚
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握，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
利，龙溪河等县内主要河流水质稳定
达到Ⅲ类并持续向好，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突破350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城市建设实现大拓
展，城市格局从“二环时代”迈向“三
环时代”，城市空间从“双30”小城市
迈向“双50”中等城市，城市品质从追
赶迈向示范。同时，我们还储备了上
百亿资金、上千个项目、上万亩土地，
成功获得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示范县等10多个国家级和市级金字
招牌，成功争取大垫丰武等50多个重
大项目进入上位规划，为“十四五”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庆日报：抓好“十四五”发展、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垫江如何规划未来发展？

蒲彬彬：我们将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
入新发展格局，笃定“立足渝东北当
好标杆、联接都市区跑好首棒、唱响

‘双城记’建好示范”发展方位定位，
锚定“三区两地一节点、郊区新城‘双
50’、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远景
目标。

未来五年，我们重点要实现“三
高三升、六增六创”。“三高”即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统筹好增长速度、发展质量、现
实动力。“三升”即生态环境质量水

平、科技进步贡献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彰显好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成效。“六增”即工业园区新增10平方公里、工业
总产值新增一倍以上，城市拓展新增1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新
增10万人，现代化生猪养殖增至100万头、垫江晚柚增至10万
亩，体现好“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六创”即创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国家级数字经济应用示范高地、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重庆日报：垫江的发展蓝图振奋人心、催人奋进，起好步、开
好局，重点将抓好哪几方面工作？

蒲彬彬：为开好局起好步，我们提出了抓好七方面重点工
作，这里重点谈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一是抓好新型工业化。做大总量、提升质量，加快朝着“千
亿工业”目标迈进。创高新区，完善市级高新区创建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引育力度，推动创建
工作高位开局。建大平台，深化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园
区要素保障，升级园区服务水平，提档园区承载能力。强产业
链，加快培育绿色建材、医药健康、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强做优天然气综合利用、汽摩整装及零部件、消费品工业等传
统产业，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应用示范高地。

二是抓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
县，打造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
修编好规划，编制好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片区设计，确保当期“50平方公里”依法落地、远期“100平方公
里”管控到位。建设好新区，把拓区升级谋划好、基础设施完善
好、滚动开发统筹好、功能形象提升好，让东部新区价值加快转
化、魅力加快呈现、人气加快聚集。提升好品质，推进旧城有机
更新，实施城市增绿增湿增景增智提升行动，雕琢城市文脉，塑
造城市风貌，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三是抓好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争当全市乡村振兴排头
兵。做靓示范，提速提质推进明月山和龙溪河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打造成为“全市一流、区域领先、浅丘样板”。夯实基础，
实施3万亩农田宜机化改造，完工4条160公里产业大道，推进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深化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
设，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做优产业，聚力发展垫江
晚柚、生猪、水稻制种等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中国晚柚之都”、
百万头生猪大县和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创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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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全市教育工作将围绕
哪些重点展开？1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委
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黄政。

重庆日报：新的一年，全市教育工作有何新打算？
黄政：全市教育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抓实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五届九次全
会精神，组织高校开展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
果，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立德树
人系统化落实机制，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关注
学生心理健康，深入实施高校思政课改革，推进新时
代教育评价方式改革。

三是全面推进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
基础教育布局优化和质量提升，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建设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先行试验区；大力实施高等教育卓越工程，
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大力推进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夯实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基
础；大力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力争在西部实现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

四是全面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继
续实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争取国家在重庆
高校布局更多的科技平台，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多
落户高校，加大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力度，促进
高校一流科研机构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深入推进

“大创谷”建设，推动成渝教育协同发展重点任务落地
落实，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五是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水平。启动实施“3+
1+2”高考改革模式。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推进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持续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教育任务。持续做好学校常态化疫情防
控，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重庆日报：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十四五”
时期，重庆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切实举措？

黄政：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十四五”时期，我
市将重点实施“八大行动计划”，即研究生思政教育
体系建设行动计划、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建设行动
计划、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研究生实
践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导师队伍质量提升行动
计划、开放合作水平提升计划、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培养行动计划、研究生教育管理智慧化建设行动计
划。

在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促进高校服务地方经
济方面，市教委按照“三个聚焦”深入推进：

一是聚焦重点突破。重点支持重庆大学和西南
大学整体推进“双一流”建设，着力加强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重庆师范大学数学、重庆
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等学科的

建设，力争2021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校和学科数量翻一番，第五
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数量翻一番。

二是聚焦合作共建。重点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进一步深
化重庆市与中科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校地战略合作；借力“长江经济
带”战略布局，推动长江教育创新带建设，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来渝合作
办学。

三是聚焦强化服务。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上，聚焦推动
支柱产业迭代升级、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做好学科专业与
产业需求、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三个精准对接。在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重点支持高校深度参与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争取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学城布局，
支持高校在科学城建设一流科研平台集群、集聚高层次人才、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上，重点支持高校深化开放战略研究、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深化国际化人才培养。在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上，支持高校主动对接乡村
振兴、城市提升、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领域各展所长、各尽所能，重点建设好长
江生态环境联合研究生院、重庆中医药学院等。

重庆日报：“读好书”“上好学”是老百姓对教育热切的期盼，未来我们在缩小
城乡校际差距，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方面有怎样
的回应？

黄政：目前重庆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一步我们在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将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财政
教育投入逐年递增，重点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健全学生
资助体系，确保实现贫困区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和生活
条件，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行义务教育
阶段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健全完善编制岗位、公开招聘、职称评聘、交流轮
岗和城乡一体化配置等管理体制机制，引导教师向基层一线流动，扩大优质师资
覆盖面。确保区县域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继续实施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标准，配备教师周转房，提升农村
教师荣誉感。

整体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拓展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全覆
盖，到2025年，全市集团化办学达到70%以上，中心城区达到80%以上，实现全
市学区制管理全覆盖。全面加快教育信息化，所有中小学和教学点宽带网络与

“班班通”全覆盖。
深化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改革学校评价，改

革教师评价，改革学生评价。
提升基础教育治理水平。着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切实规范中小

学校办学行为，坚决查处中小学违规招生、不遵守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超纲超
计划教学等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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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本报记者 左黎韵

1月16日，巫山工业园区，三嘉控股巫
峡粉丝厂（以下简称巫峡粉丝）新投产的定
型烘干生产线已连续正常运行了一周。巫
峡粉丝总经理董明坤再次确定气压、炉膛温
度、风机频率等参数一切正常后，长长嘘了
口气。

“订单多，但产能跟不上。”就在两天前，
董明坤又一次接到武汉经销商打来的订购
电话，希望月底前再订50吨粉丝。但按照
巫峡粉丝之前的产能，每天最多只能生产
25吨粉丝，目前还有1000多吨订单没有完
成，“新增的生产线投产后，每天能新增6吨
粉丝产能。”

巫峡粉丝是当地东西扶贫协作帮扶项
目，为啥生意这般红火？“冬季，南北方都有
烫火锅抵御严寒的习惯。今年冬天特别冷，
粉丝做为烫火锅的必备菜，自然也备受欢
迎。”董明坤说，这个元旦节，他们一天也没
有休息！

车间内，新投产的生产机器轰隆作响，
两三名工人正将湿粉丝放置模具内，进入长

达数十米的全密封生产线，约40分钟烘干、
定型后，晶莹剔透的成品粉丝便制作好了。

“新生产线采用德国西门子进口燃烧
机，全密封的作业环境能降低40%的能耗。”
董明坤领着记者在厂房参观，他指着几块液
晶显示屏自豪地说，“利用智能化数控技术，
可实时监控密封生产线内的情况，一旦气
压、温度出现异常，电脑就会自动报警。”

巫峡粉丝共有火锅宽粉、红薯圈粉、豌
豆粉丝等好几类产品，借助巫山国家地理标
志，其推出的品牌“大溪粉条”渐有名气。

“小时候就跟着父辈做过粉丝，多亏扶
贫帮扶，我才能把手艺转换为收入，实现脱
贫增收。”厂房内，工人沈度明不停往搅拌机
内添水，将红薯粉打成浓稠适宜的芡糊。

漏粉、打糊是粉条生产的关键。这几
年，巫峡粉丝融入大溪粉条传统工艺，不断
改良生产技术，让粉丝品质不断提升。

今年1月，巫峡粉丝借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成功将经销市场由西南地区省
会城市拓宽到周边地级市，与绵阳、德阳等
四川重点城市的农贸、超商建立起产销合
作，月销售额预计将突破600万元。

日增6吨产能

新生产线让巫峡粉丝“壮胆”接订单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龙晴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6X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37558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晴路7号复城国际1单元1-商业13号
成立日期：2014-10-31 发证日期：2014-11-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经桥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6S35002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37586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经桥路7号（翔正丽湾）H2幢13-1、13-2号
成立日期：2014-12-11 发证日期：2014-12-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合川瑞山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6S35008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37523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合川区瑞山路1号
成立日期：2014-12-11 发证日期：2014-12-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川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区兴盛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0000405 许可证流水号：0065957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兴盛路320号1幢1-商铺1-21、负1-商铺1-2、负1-商铺1-3
邮编：400080 电话：023-68540511
成立日期：2013-01-14 发证日期：2020-11-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秀山隘口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3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65876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秀山县隘口镇隘口街178号
邮编：409900 电话：023-63979872
成立日期：2020-11-30 发证日期：2020-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彭水保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3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65875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彭水县保家镇鹿山居委4组
邮编：409600 电话：023-78842056
成立日期：2020-11-27 发证日期：2020-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重庆垫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高安支行
机构编码：S0032S35002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65946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垫江县高安镇桥东路153-155号
邮编：408300 电话：023-85655566
成立日期：2020-12-31 发证日期：2021-01-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区金华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区五宝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5004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65859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正街84号
邮编：400020 电话：023-67585918
成立日期：2008-06-13 发证日期：2021-01-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18A35004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65859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328号附61号、62号
邮编：400799 电话：023-68864183
成立日期：1991-12-01 发证日期：2021-01-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本报记者 彭瑜

“自从搬进社区创办的生鲜蔬菜便民
点，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也很少感冒了。”1
月13日，唐华清笑呵呵地说。

唐华清63岁，家住荣昌区昌元街道海棠
社区何家坡安置小区。过去，她与很多邻居一
样，就在小区的马路上摆摊，不但自己风吹雨
淋时常感冒，同时也阻碍了人车通行。

何家坡安置小区征地拆迁居民有1100
多户。因为之前没有纳入城市管理，附近也
没建农贸市场，很多居民就在小区摆摊做生
意，最多时达到200多人。

摊位占道经营没人管理，摆摊产生的烂
菜叶、包装纸、污水等也没人清扫。每天早
上6点到深夜11点，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地处城区，还没农村生活得舒适，大家把何
家坡安置小区称作“灯下黑”。

如何让“灯下黑”变亮？2018年，荣昌区
城市管理局接手安置房小区环境秩序管理，
提出了首先解决占道经营的问题。但近70%
的摊贩是何家坡安置小区居民。贸然取缔自
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既影响大多数居民的生
计，又可能带来新的城市管理问题。

安置房底层有3000多平方米闲置门
面，属于国有资产。作为区党代表，海棠社
区党总支书记吕继锋多方呼吁。最后，相关
部门同意将这些闲置门面改建成生鲜蔬菜
便民点，优先提供给小区居民摆摊。2019

年，何家坡生鲜蔬菜便民点投用，200多摊
位搬了进来，腾出了小区道路。

生鲜蔬菜便民点以“便民”为出发点，这
里摊位固定、租金也不贵。唐华清前不久又
租了一个摊位，扩大了经营规模。小区居民
王纯治也在这里经营鸡蛋生意，每月毛收入
有2万余元。

“不仅解决了300多人就业，还聘请了6
名管理人员。”吕继锋坦言，依托何家坡生鲜
蔬菜便民点，海棠社区成立了集体经济组
织，“现在社区每年有20余万元的利润。”

这笔钱，50%用于生鲜蔬菜便民点维修
和提档升级，30%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和扶贫
济困，20%用于奖励对集体有贡献的个人。

在此基础上，荣昌区城市管理局联合昌
元街道投入120余万元，为何家坡安置小区
安装了污水管网、清理了路面泥浆、维修了破
损路面，修剪了行道树、添置40多盏路灯。

吕继锋表示，何家坡小区将更名为海棠
和苑，下一步将利用集体资金或争取各方面
支持，建设智慧小区，把过去的安置小区打
造成宜居宜业的品质小区。

“安置小区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盲点。”荣昌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称，近年来，荣昌加大了
安置小区提档升级和管理力度。每年，除了投
入230万元对区内约25万平方米的安置小区
进行日常清扫保洁外，还投入80万元用于改
造完善小区周边道路、路灯、厕所、停车位等配
套设施，不断改善小区人居环境。

荣昌区将闲置国有资产改建成生鲜蔬菜便民点

安置小区变得宜居宜业

1月14日，工作人员正在渝中区果蔬垃圾资源化处理站处理果蔬垃圾。渝中区在石灰
石菜市场试点果蔬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让果蔬垃圾就地转化为有机肥料。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试点菜市场果蔬垃圾就地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