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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党建实施党建““六大工程六大工程””引领发展驶入引领发展驶入““快车道快车道””
大足区人民医院成立于1941年7月，是该区目前唯一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近年来，该院始终坚持“做良医、施仁术”为立院之本，按照新时代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建“六大工程”建设，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该院先后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等国家级及市级荣誉70余项。

“领航工程”
着力提高政治站位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
何发挥党建工作“车头”引领作用？
如何提升全院职工主人翁责任意
识？医院党委书记席家庄表示，党
建工作必须贯穿医院发展始终，只
有牢牢把握“方向盘”，医院这艘“大
船”才能扬帆远航。

围绕“党建工作一贯到底”的思
路，医院党委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
绩”的政绩观，始终把做到“两个维
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确保医院改
革发展正确方向；以贯彻落实中央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契
机，将党建工作写入医院章程，修订
完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
规则，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
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
作用。

“铸魂工程”
着力夯实思想防线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
医院党委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三会
一课”、科室政治理论学习制度，通
过高频次、大剂量、全方位理论学
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夯实
思想防线。

据悉，近年来，医院党委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将学习教育
与庆祝建党100周年有机结合，强化
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政策教育和先
进典型教育，每年组织全院党员干

部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教育
基地等处接受现场教育，进一步锤
炼党性修养。

“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
教育基地等处的参观学习，灵魂得到
了洗礼，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深刻领会
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更加坚
定了我们为群众健康护航的决心和
信心。”医院党办主任吕红亮说。

“堡垒工程”
着力强化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础，医院党委坚持将支部建设到科
室上，将原有4个党支部优化调整为

34 个，同步设立党总支 4 个，还将
“医共体”分院党组织全部划归医院
党委统一管理，实施中层干部行政
职务与党内职务“双任双免”机制，
切实提升党支部书记抓党建的积极
性；实施“党建带头人、学术带头人”
双培育工程，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
实施办法》，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

“特事特办”“一事一议”快速审批机
制。

据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引进成熟博士2名，新建《领导班
子成员联系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
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实施
党员积分管理，实现党员义务明晰
化、先锋评价公开化、考核管理痕迹
化，引导广大党员认真履行党员基

本义务，严格参加党内组织生活，有
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融合工程”
着力筑牢发展基石

“党建强，医院兴”，这是医院成
立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发展基石。

围绕“党建引领”这一抓手，医院
党委坚持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始终做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
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深化拓
展“党建+科研”“党建+学科建设”

“党建+医共体”等措施，推进院本部
与“医共体”支部共建，推动党建工作
全面融入医院重大决策、科学管理、
人才建设等各方面，以党建工作促进
业务工作，以业务成绩检验党建工作
成效。

据悉，通过“融合工程”的落实，
院本部和各分院上下一盘棋，“三通”
建设得到有效发挥，各基层分院的服
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基层群众在
家门口享受三甲医院的服务已基本
实现，群众就医获得感明显增强。

“清廉工程”
着力推进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厚植党的
执政根基的工程，关乎党心民心。医
院党委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通过签订责任书、组织集体廉
政约谈、开展警示教育等方式，层层
传导责任与压力；把盯紧关键少数与
约束绝大多数、抓好关键节点与注重
常态长效结合起来，严格加强选人用
人、晋职晋级、廉洁行医、工程项目建
设、物资设备采购等督查；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市委实施细则
要求，深化拓展“以案四说”“以案四
改”等警示教育；严格落实行业作风

“九不准”和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有关要求，开展医务人员参与
推销活动排查、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
查等专项整治活动。

医院纪委书记李春华表示，通过
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坚定了全
院职工廉洁行医、守法行医、一心为
民的信心和决心，医德医风建设得到
全面落实。同时，为进一步将“我为
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打下了坚实基
础。

“纽带工程”
着力凝聚奋进力量

群团工作是医院健康发展的主
要支撑，是医院管理工作的重要补
充。围绕这一“纽带”，医院党委始终

坚持加强对工会、团总支、妇委会等
群团组织的领导，支持群团组织在各
项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和助手作用，
积极引导职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蓬勃开展各类线上线下劳动技能
培训竞赛活动；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统战工作座谈会、建军节座谈会、
离退休职工座谈会等，全面听取职工
群众意见建议并及时整改回应；院领
导在重大节日前组织开展慰问老职
工、困难职工和高级专家等群体。

悬壶济世勤耕耘，励精图治谋发
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促发展、以
发展强党建，通过党建‘六大工程’建
设，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得
到快速发展。”席家庄表示，下一步，
医院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
健康服务，努力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中部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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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人民医院

“我为群众办实事”义诊现场

院领导带队参观王良故居

南部新城利好不断迎风腾飞

御华晓风江南乘势落位焕新区域人居
近年来，在城市均衡发展格

局下，巴南区发展势头强劲，一大
批产城融合板块快速崛起。

其中，南部新城经过坚实的
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人才聚集和
城市配套建设等，已经成为重庆
南向开放的重要窗口、新兴产业
的聚集地、高品质宜居生活的承
载地。

进入新发展阶段，厚积薄发
的南部新城在多重重大发展机遇
下乘势腾飞，正成为重庆外拓的
下一站，迎来了城市发展和区域
价值蝶变的集中爆发期。

抢抓重大战略机遇
南部新城按下发展快进键

在巴南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上，巴南区提出将“一
区五城”和“千亿级产业集群”作为发
展战略重点。

其中，以鹿角新城、界石经济园
区、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为核心的南部
新城，是巴南重点打造的“五城”之
一。这片铜锣山以东、明月山以西的

“新城”，汇聚未来两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以产兴城、以城聚产，将成为产城

融合、功能现代的生态宜居之地。
作为南部新城重要产业板块的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是国家级公路物
流枢纽，累计实现市场交易额超2000
亿元，年均增长35%。重庆跨境公路
班车开通以来，已相继开通了东盟班
车、中亚班车，实现了中南半岛全覆
盖，打通了重庆与中亚地区陆运通道
的互联互通，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重要载体。

如今，一辆公路班车从巴南区公
路物流基地出发，约4天后，即可抵达
1900公里外的东盟国家老挝。这就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来的直接
利好。

南部新城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东盟南向国际物流大通道”
的桥头堡，也是连接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等省份的重要门户。

前不久，我市出台《2021年重庆
市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要
点》，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结合起来，加快推
进建设。

而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纲
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也早已明确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具体任务。

无疑，新发展阶段，在“一区五
城”建设、建好“经济圈”、西部陆海新

通道加速推进中，南部新城站在了时
代的风口上，乘风破浪。

产业交通齐发力
“黑马“板块加速崛起

高速发展中的南部新城迎来各
方聚焦。南部新城哪个板块更具发
展潜力？

位于南部新城的核心腹地的界
石板块，区位优势明显，成为值得关
注的“潜力股”。

首先，产业是发展的重要引擎。
巴南经济园区，是重庆最早的工业园
区之一。巴南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巴南将推
动经济园区（界石）集聚数字经济产
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重庆南部数据
中心，大力发展新型显示、人工智能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打造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典范。

而界石组团是巴南经济园区的
最大组成部分。按照规划，界石组团

定位为“千亿级的5G产业集群”。
2019年，腾龙数据谷签约入驻巴

南经济园区界石数码产业园，总投资
100亿元建立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产
业基地、人工智能研发基地、5G应用
工业研发基地、智慧城市研发基地、
腾龙大数据学院及科技展示体验馆
等，创造就业岗位上万个。

数据显示，2020年经济园区界
石、天明组团规上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313.6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界
石组团实现产值266.5亿元，同比增
长6.2%。

业内人士表示，界石的产业定位
和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的水
土高新区相似，以高新技术为主导，
面向信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除此之外，该板块的交通版图正
逐渐丰盈。根据相关规划，重庆轨道
交通8号线、20号线将覆盖鹿角、界
石、南彭片区。届时该板块将有双轻
轨覆盖，出行十分便利。加之“三纵
四横五立交七隧道”立体交通网络，
便达主城数个商圈，更将带来区域价

值的全面升华。
更重要是，界石板块毗邻的铜锣

山，宛如城市肺叶，拥有着天然的生
态屏障。加之去年以来出让的土地
容积率大多在1.0-2.0之间，以低密
为主。业内人士认为，在一定程度
上，界石的居住规划和礼嘉很相似，
都是围绕低密度、智慧打造高端居住
区。

业界认为，在产业、交通、宜居等
众多优势的支撑下，该板块将成为重
庆南拓航道上的一艘“巨舰”，带动整
个南部新城破浪前行。

占据区域宜居腹地
焕新南部新城居住界面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个个重
点项目建设现场，一处处如火如荼的
建设场景，一茬又一茬的新建楼盘拔
地而起，忙碌的界石板块，正描摹着
一幅欣欣向荣的发展画卷。

洞见到区域发展价值，融创、万
科、龙湖为代表的一线房企相继拿

地，如今界石城市更新在逐步加快，
区域板块的重塑受益匪浅。

18年来，一直踩准重庆城市发展
重要节点的融创，把握南部新城人居
焕新的时代机遇，携手弘阳、中梁、大
唐强强联合，在南部新城界石这块宜
居核心腹地布局了低密度高品质项
目——御华晓风江南，为区域更新了
高端居住封面。

能扛起这面封面大旗，御华晓风
江南必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择址御华晓风江南时，开发者对
它的配套考虑十分周全。项目位于
界石新商圈的核心位置，它的周边，
约10万平方米的首创奥特莱斯已经
开业，旁边规划有5万平方米的协信
星光优家，约7.2万平方米的融创江
南精彩汇正在火热招商中。除此之
外，交通配套也在持续完善。项目周
边规划有轨道8号线，并通过鹿角隧
道（在建中）、真武山隧道、慈母山隧
道、新燕尾山隧道（在建中），与李家
坨商圈、杨家坪商圈、南坪商圈、观音
桥商圈、弹子石商圈、大渡口商圈紧
密相连，出行十分便利……

这些优质配套的滋养下，未来的
美好生活场景荟萃于此，丰盛地生
长。

事实上，早在2014年，融创就在
南部新城鹿角板块打造了约3600亩
融创欧麓花园城，焕新南部新城人居
品质，推动区域加速“城”熟。之后，
融创不断打造标杆作品，长乐雅颂、
御华兰亭、江南融府 九阙府皆是区域
的担纲之作。

如今，融创再接再厉，和弘阳、中
梁、大唐强强合作，在南部新城界石
板块，以融创IAMI新生代产品体系
打造御华晓风江南，着眼提升区域能
级和优化居住界面，缔造区域高端生
活之范本。

对融创来说，这是深耕南部新城
的新选项，也是其参与南部新城城市
共建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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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经济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