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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2021年上半年，
重庆经开区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主要经济
指标持续向好。上半
年，重庆经开区地区
生产总值208.2亿元，
同比增长 15.3%，排
名全市第三，增速高
于全市2.5个百分点，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3%，两年平均增
速9.2%。

（详见7版）

今日推出“看涪陵怎么干”

《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 》系列访谈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扫码观看完整视频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工业是我市的立市之本、强市之基。主
城都市区工业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约84%，
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近80%，是全市新
型工业化名副其实的主战场。抓好了主城
都市区工业，就稳住了全市工业发展的基本
面。

8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按照市委、市政府“抓项目稳投资”
专项行动决策部署，主城都市区24个区（管

委会）和相关市级部门聚焦工业重大项目，
采取系列扎实举措，全力推动工业项目迈出
新的步伐。

抓协同服务
建立“四张表”推动项目

尽快落地见效

“供电、排水、道路等外围配套工程时间
紧、任务重，但长寿区、长寿经开区全力协
调，加速推进相关工作，我们非常感谢！”8月
1日，谈及正在长寿经开区建设的硅基纳米
气凝胶复合材料项目，中化学华陆新材料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传武频频“点赞”。

张传武介绍，项目总投资40亿元，一期
拟投资9亿元，去年11月开工，是2021年市
级重大项目。现在，35千伏正式电、10千伏
临时电、蒸汽及污水管道管廊、市政道路等
多个外围配套工程正按照合理工期协同推
进建设，战高温、防疫情、促进度，确保纳米

气凝胶项目一期今年年底投料试车。
张传武说，长寿区和长寿经开区对项目

高度重视。为了实现加快投资放量，区级相
关部门积极跟进外围配套工程建设，还派出
专人与企业定期对接，主动上门服务，分管
领导与市级相关部门热线沟通衔接，高效推
动项目报批报建。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前期手续办理,
长寿区全面推进“告知承诺制”服务，持续开
展审批“一卡制”办理，以开工时间为控制
点，倒排各关键环节责任单位、办事时限，督
促限时办结各项手续。目前，纳米气凝胶项
目已完成一期工程总量的78%，已完成年度
投资6亿元。

抓紧行动的，并不只是长寿区。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7月23日主城新区工业项目投资调
度会召开后，各区都紧锣密鼓狠抓贯彻落
实。目前已形成主城都市区1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达产、投产、完工、开工“四张表”，细

化目标任务，落实责任部门，明确时间节点。
市政府督查办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对各

区提交的需要市政府协调解决的事项进行
汇总梳理，并与相关市级部门对接磋商，形
成了首批项目督办事项清单。通过每周调
度和跟踪督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中的难点
堵点问题，确保既定任务严格打表落实，尽
快形成实物投资和现实产出。

下半年，全市将继续加快推进“十四五”
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并多措并举引导企
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努力巩固我市工业经
济恢复性增长态势。

抓统筹调度
下半年主城都市区将新开

工项目289个、总投资1627亿元

下半年，主城都市区工业投资将继续
保持良好势头。

（下转2版）

主城都市区全面实施“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
下半年将有282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完工

新华社东京8月1日电 （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
光）当大屏幕上显示383.50分的总成绩时，施廷懋看了
一眼，然后将头埋在毛巾里，她知道，她又是冠军了。

“我觉得我等这一刻太久了，然后确实也太不容易
了。”确定自己拿到金牌后，一向沉稳的施廷懋掩面而泣。

1日下午进行的这场女子3米板决赛，比赛过程一如
既往波澜不惊，冠军归属的悬念在施廷懋和她的双人项
目搭档王涵之间展开。王涵第二跳205B出现小失误，
入水时没能压住水花，随后出场的施廷懋动作表现无可
挑剔，两人之间分数就此拉开。

受到第二跳失误影响，王涵第三跳和第四跳也没能
发挥出自己最佳水平，两跳得分都没能上70分，而施廷
懋则持续稳定发挥，每一轮得分都在75分以上。放下包
袱的王涵最后一跳5152B拿到了73.50的高分，压力来
到了施廷懋这一边。

最后一轮，施廷懋在起跳前沉思良久。“对我来讲，最
后一跳很关键，很多比赛都是因为最后一跳失误，没有拿
到冠军。”施廷懋赛后说。

她做到了，裁判给了78分，这也是全场比赛的最高
分，施廷懋卫冕成功，王涵获得银牌，美国选手帕尔默摘
得铜牌。

在拿到这枚金牌后，施廷懋继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
成为女子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的“双料冠军”。在她
之前，能够达成这一成就的，只有“跳水女皇”郭晶晶。此
外，29岁335天的施廷懋，还成为获得女子3米板年龄最
大的冠军。

事实上，加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新冠疫情导致东
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年龄偏大再加上饱受伤病困扰，施廷
懋一度想放弃，她甚至害怕踏入跳水馆的大门。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其实
年龄从来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你自己，想不
想去争，想不想去要。”施廷懋说，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
她的初心也从未改变过。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 1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工作执行
总指挥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视频调度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区县
疫情防控工作。

市领导蔡允革、屈谦等参加。
会议听取了有关区县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逐一调度安
排。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暑期，人员流动增
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大，近期我市新发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保持高度重视、高
度警惕、高度负责的状态，坚持排查范围对
象从细、应对速度从快、防控措施从严、工作
作风从实，对防控漏洞再排查，防控重点再

加固，防控要求再落实，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

会议强调，要依法、科学、严格抓好疫
情应急处置，继续深入推进流调溯源，尽快
找到传染源头，加强核酸检测人员、设备、
隔离场所、疫苗等统筹调度，严格管控与外
省交界地区人员流动，尽最大努力切断传
播链条。要统筹做好市场保供和防疫保
障，抓好全市蔬菜水果市场保供稳价，统筹
协调好封闭区、封控区、风险区生活物资保
供和配送，加强医疗物资、人员和技术保

障。要切实做好信息发布和舆情管控，优
化信息报送渠道，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
告”等制度，及时精准发布疫情最新动态和
防控工作进展。要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抓好入境人员、国内重点地区来渝返渝
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等重点人群监测管
理，完善学校开学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做好
师生健康管理和排查，加强医院、酒店、饭
店、商场、车站、码头、机场等重点场所日常
监测，落实“人”“物”同防措施，增强群众防
护意识。要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24

小时值班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确保人员在岗位、精神在状态。
要更加关心关爱群众，加强被隔离、封闭人
员心理疏导，减少群众做核酸检测和接种
疫苗排队等待时间；更加关心关爱防疫一
线人员，为医护人员、民警、社区工作人员
等创造良好工作条件。要统筹防疫、防暑、
防不稳定、防次生灾害，抓好防汛抗旱、森
林防火、安全生产等工作，保持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市有关部门、有关区县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
进一步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基层社会治理究竟怎么做？这是一篇
大文章。

围绕这个题目，重庆日报调研组4个月
内数进铜梁，多次蹲点，深入城乡去感受和
发掘铜梁付诸基层社会治理的种种努力，梳
理其认识和推进规律；通过观察铜梁城市提
升、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社区服务，“党建扎
桩、治理结网”等生动实践，极力探寻“大美
铜梁”的有机生长原理。

重塑与再造
——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

7月30日一早，铜梁区正街社区社会治
理创新中心平安员中队中队长古道华带领7
名平安员在巴川步行街整队集合，开始一天
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古道华和同
事们将根据铜梁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的指
引，排查各类不安全不稳定隐患。

这一天，包括古道华、吴向春、余宏在内
的421名平安员，从铜梁区不同的街道、社
区领取智能终端设备后，在区社会治理创新
中心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奔赴各自辖区履行
城市管理、治安防控、社区服务等职责。

其实，2019年底之前，他们3人分属不

同单位：古道华是铜梁区巴川街道城管执法
大队中队长，平时负责维持市容市貌；吴向
春是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一名综治巡逻
员，主要负责辖区的治安工作；余宏是铜梁
区龙城社区的一名专职网格员，平时负责调
解社区纠纷，收集居民意见。

吴向春当综治巡逻员的时候，常常发现
问题但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比如，看到有渣
车乱倒垃圾，他想制止但意识到这是城市管
理的范畴，自己并无权管理。等到他通知城
管工作人员来执法时，违法车辆已不见踪影。

古道华也有过类似的困惑。以前在负
责城管执法的时候，他偶有看到年轻人在步
行街打架斗殴。“治安问题不是城管的职责，
我除了报警也没有其他办法。”他感到很无
奈。 （下转4版）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铜梁区推进“党建扎桩 治理结网”探秘

■基层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党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突
出问题导向，变“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
网”

■基层治理需要树立系统思
维，有效破解信息孤岛、数据壁垒、
重复投入，把“治理体系”转化为

“体系治理”
■基层治理需要智治赋能，推

动治理扁平化、能力现代化，实现
问题“能看见、能触发、能见底”

■基层治理的目标应当既有
秩序又有活力，必须把为了群众与
依靠群众结合起来，让人民真正成
为自己城市的主人，在参与社会治
理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月1日，中国选手施廷懋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女子3米板

重庆妹子施廷懋卫冕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1日，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第8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江津2例患者感染毒株为德尔
塔（Delta）变异毒株；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
对，与南京本轮疫情的病毒基因高度同源。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畔通
报称，截至8月1日12时，江津、大渡口等地
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及管控区域内第
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采样235372人，已出
结果212303人，均为阴性，其余样本正在检
测中；环境采样3463份，结果均为阴性。

确诊者父母、妹妹3人第二轮
核酸检测仍为阴性

李畔称，8月1日0—12时，我市无新增
确诊病例。截至8月1日12时，我市尚有在
院确诊病例4例（其中本地病例2例，境外输
入病例2例）。

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排查范围对象从细、应对速度从快、防
控措施从严、工作作风从实”要求，我市迅速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环境消杀、医
疗救治等工作。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据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宇介绍，在发
现本地病例后，该中心立即对江津2例本地病
例的咽鼻咽拭子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江津2例患者感染毒株为德尔塔变异毒株。
据大渡口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

长、新闻发言人徐晓勇介绍称，截至8月1日
12时，累计确认密切接触者22人、次密切接
触者89人。目前已全部采取集中隔离措
施，并完成首轮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密切
接触者中已有8人（包括确诊者父母、妹妹3
人）完成第二轮核酸检测，仍为阴性。封闭
区范围内，已完成全员2620人首轮和第二
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徐晓勇表示，该区将扩大核酸检测范
围，通过紧急发布公告、小区走访、电话告知
等形式，迅速发布重点人员活动轨迹，设立
12个流动采样点，连夜为相关群众提供免费
核酸检测。截至8月1日12时，累计采样
35107份，27072份已出结果，均为阴性，其
余结果待出。 （下转2版）

（相关报道见2版）

江津2例确诊病例感染毒株为德尔塔
■ 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与南京本轮疫情的病毒基因高度同源
■ 重庆完成首轮核酸检测23万余人，已出结果21万余人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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