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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走深走实“大走访大谈心”活动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展
“我们一直准备搞莼菜保健品，想

请专家帮助指导，但是人生地不熟的
我们没有渠道。”来自山东的民营企业
家、石柱县水火土食品产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颖对走访组的效率赞不绝
口，“这次走访组来了解情况后，立即
就牵线联系了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的于杰副教授帮助我们在果胶分离这
个技术点上拓展，真是为我们办了一
件大好事。”这是石柱县以推动问题解
决为导向，开展民营企业大走访大谈
心活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5月，石柱县委统战部召开
统战系统“学党史、讲《条例》、增合力、
促发展”大走访大谈心活动动员部署
会。会上重点明确，要依托统一战线
凝心聚力优势，通过开展民营企业大
走访大谈心活动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特
别是要围绕促进“两个健康”主题，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有利于民
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
场环境、社会环境，充分展现民营企业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作为、新实践和
新成果。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在走访中，我们一定要找准中心
点、发力点和落脚点，重点调研全县重
点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运营情况、
对营商环境的满意程度，及时回应他
们的关注关切，持续传递我县发展和
壮大民营经济的信心决心和对民营企
业的关心关怀。”这是在全县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石柱县按
下的民企大走访大谈心活动“启动
键”。随后，《全县统一战线“学党史、
讲〈条例〉、增合力、促发展”大走访大
谈心活动方案》出台，大走访大谈心活
动领导小组应运而生。其中，县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向东和副县长、县工商
联主席冉雪梅按照县领导挂钩联系民
营企业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组成4个
调研走访组，分别带队下沉一线，对全
县42家代表性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进行了深入走访调研，解剖麻雀，通
过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动态、政策落地
情况、投融资困难，实实在在帮助企业
解决问题，推动民营经济领域“两个健
康”行稳致远、提升质量。

“这一次的走访我们行动快、节奏
紧、行程密。不仅开展实地走访，还通
过石柱生活网发放了网络问卷调查
100多份。”冉雪梅说，“走访的目的就
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拉近距离，找
准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难题，抓住营
商环境营造中的症结。”

系统走访精准服务

半个多月时间内，县委统战部、县
工商联主要负责人集中走访代表性民
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42家，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3场，共收集到30
家企业55条困难问题和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共性的建议或意见5条。

“目前招工用工、生产能力、融资等
方面是否存在困难？”“有没有需要各个
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
每到一家民营企业，走访组最关心的就
是询问企业亟待解决的“中梗阻”问题，
走进企业原材料基地、生产车间、研发
中心看实情谋实事。

“之前我们反映的相关部门到园
区检查频繁的这个问题，这一次走访
组反馈说已经建立了园区企业执法报

备制度。这一点我们还是很满意。”石
柱县工业园区内两家企业负责人称赞
道。截至目前，领导小组已向14个县
级部门发出《民营企业走访问题交办
单》32份，有的问题已得到及时有效
解决，个别的正在研究解决之中，通过
走访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排了忧解
了难，有力助推了全县民营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提质发展。

“这一次我们的走访任务量不大，
就是为了要做到周到细致、干练务实，
努力达成‘事情马上就办、问题到此为
止’的目标。”石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县工商联党组书记周涛表示，此次大
走访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及时精准提供服务，坚定不移
打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组合拳，帮
助民营企业安心生产。

协同联动全面发力

在县领导率先开展走访后，各部
门、乡镇街道民企走访服务行动也随
即形成了全面发力态势。黄水镇以黄
水商会、黄水供销社党支部为阵地，全
覆盖走访会员企业，收集企业意见建

议并及时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反
映，帮助会员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提振发展信心。

石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新闻办在
县工业园区举行“发言人来了——我为
群众办实事”营商环境专场发布活动。
县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商务委、投资促
进中心、工业园区管委会的5位“发言
人”来到活动现场，分别介绍本单位的
职能职责、重点工作，宣传了相关政策，
并和大家一起交流惠企政策、农村电
商、消费帮扶、招商引资等热点问题。
同时针对大家提出的招商引资、企业招
工稳岗补贴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回应。

石柱县委政法委结合职能职责，
邀请15家民营企业代表召开了“政法
机关服务市场主体优化法治环境”征
求意见座谈会，对反映问题进行了全
面梳理汇总，形成了问题清单，并将涉
及政法各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
一交办，并督促抓好落实，真正为全县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公平、
正义的法治环境。

“通过这一段时间持续深入的走
访，我们在聚焦问题解决和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的同时，也要进一步鼓励各
个民营企业坚定深耕石柱的信心。”向
东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大谈心大
走访，不仅要推动民营企业百花争鸣、
各美其美，更要推动民营经济产业兴
旺、提质增效，在不断激发企业主体活
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
效益，从而为全县民营经济高质量新
发展注入新动能。”

通过深入开展走访谈心活动，全县
上下形成了协同联动、全面发力为民营
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的生动局面，也取
得了初步成效。截至8月末，全县累计
完成投资项目审批488件、企业备案
83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电力消
费量、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分别增长
10.6%和23%。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 2.67 亿元，同比增长
17.4%。餐饮、住宿、零售等民营企业
营收均有大幅增长，全县民营经济呈现
向好趋势。 陈小东 谭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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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9月7日，“嘉陵江2021年第2号洪水”（以下简称“嘉陵
江第2号洪水”）和“长江2021年第1号洪水”（以下简称“长
江第1号洪水”）相继通过重庆中心城区。

在中国，防汛有“七下八上”关键期的说法，指的是每年7
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一年里降水最集中、强度最强、极端降
雨发生概率最大的关键时期。去年，重庆遭遇历史罕见特大
洪水袭击，发生时间便是在7月到8月之间。

那么，今年长江、嘉陵江的洪水为何“姗姗来迟”？长江、
嘉陵江同时发生编号洪水，对我市防汛形势造成了怎样的影
响？入汛以来重庆中小河流汛情如何？9月7日，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了长江委水文上游局、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专家。

重庆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水

“其实，今年长江、嘉陵江的洪水并没有‘迟到’。”长江委
水文上游局水情预报室副主任张娜告诉记者，从水文角度
讲，每年5-9月都是汛期，在这个阶段的任何时间段发生洪
水都比较正常。市民之所以觉得洪水“迟到”，是因为每年7、
8月份降雨比较集中，洪水多出现在这个时段。

张娜介绍，今年5-8月，长江上游流域降雨总量正常略
偏少，特别是5、6、7月，降雨都比常年偏少。入汛以来，出现
过两次强度较大的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7月11日19时，

“嘉陵江2021年第1号洪水”形成，当月嘉陵江、长江发生了
一次涨水过程，此后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直到这次嘉陵
江第2号洪水、长江第1号洪水过境。

张娜说，此次洪水是因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流域和嘉
陵江上游的渠江、涪江流域同时下雨，两江集中来水叠加而
致，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重庆遭遇的最大洪水。

水库群联合调度拦峰错峰，极大减轻防汛压力

今年长江、嘉陵江再次同时发生编号洪水，对重庆的影
响如何呢？张娜介绍，今年，尽管两江几乎同时发生编号洪
水，但一来“长江第1号洪水”主要因嘉陵江涨水和长江干流
上游来水所致，二来重庆两江底水不高，再加上两江洪峰到
来时间稍微“错峰”通过，因此，今年的洪水“威力”要比去年
小得多。

据了解，9月6日，重庆市水利局已紧急请示长江水利委
员会，通过水库调度减轻重庆防洪压力。6日，长江委调度金
沙江下游梯级水库，将金沙江1.2万立方米每秒左右来水消
减至6500立方米每秒左右；会同四川省水利厅调度亭子口
水库将出口流量控制在600～800立方米每秒，调度三峡水
库下泄流量从2.62万立方米每秒加大至2.8万立方米每秒。
此外，市水利局向草街电站下达3期调度令，尽可能减轻了洪
水对主城及合川的影响。正是由于水库群联合调度拦峰错
峰，极大地减轻了重庆的防汛压力。

中小河流秋汛明显

市水文监测总站水情科科长黎春蕾介绍，今年以来，我
市中小河流48条54站101次超警戒水位，其中18条18站
31次超保证水位，较多年同期基本持平。

黎春蕾介绍，在今年出现超警超保的中小河流中，时间
上七成出现在7-8月，空间上八成分布在重庆东北部、西部
及中部。暴雨区域重叠多，部分河流多次涨水，比如长寿区
御临河称沱站5次超警，其中3次超保。此外，中小河流秋汛
明显。自8月下旬以来，我市已多次出现暴雨洪水，中小河流
超警超保频发，汛期近50%的超警超保洪水出现在8月下旬
到9月上旬。

受华西秋雨影响，市水文监测总站预测9-11月重庆境内
降水总体以偏多为主，长江以北地区显著偏多。因此，9月至
10月，我市东北部及西部部分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一定程
度涨水过程，个别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今年洪水今年洪水““姗姗来迟姗姗来迟””？？
专家权威解释来了专家权威解释来了

■每年5-9月涨水都属正常

■两江同时发生编号洪水，但“威力”远不如去年

今年入汛后重庆最大洪水过境今年入汛后重庆最大洪水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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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渝中区菜园坝街道防汛志愿者在长江边
上巡查。 新华社发

▲9月7日，长江上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工作人员在
对长江寸滩段流量进行测量。 新华社发

▲9月7日，南岸区南滨路，长江水位上涨，滨江步道被淹。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9月7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市民观看嘉陵江2号洪
水通过主城。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9月7日，“长江2021年第1号洪水”“嘉陵江2021年第2号洪水”已通过重庆中心城区。市水利局

专家称，这是我市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来时，嘉陵江磁器口站超保证水位，长江寸滩站超警

戒水位。

汛情
我市发布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

急响应、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据长江委水文上游局监测，9月7日
11时，沙坪坝区嘉陵江磁器口站出现洪峰
水位185.77米（吴淞高程），超过保证水位
（185.64 米）0.13米。13时45分，江北区
长江寸滩站出现洪峰水位181.66米（吴淞
高程），相应流量4.67万立方米每秒，超过
警戒水位（180.50米）1.16米。

经会商研判，市水利局于2021年9月
7日11时30分起，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
响应升级为Ⅱ级，要求相关区县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
变化，扎实做好水利工程、山洪危险区、防
洪薄弱环节风险点和沿江沿河巡查，加强
病险水库和三峡库区高切坡管理，及时通
知上下游、左右岸、沿江场镇有关单位和
群众避险转移，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9月
7日10时将江河洪水、山洪灾害、城市渍
涝Ⅲ级（黄色）预警和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升级为江河洪水Ⅱ级（橙色）预警和防汛
Ⅱ级应急响应。

坚守
朝天门十码头24小时轮班

监测风险点

“十码头步道有塌方险情，今晚喊话
时一定要再次通知居民注意安全。”9月7
日下午6点过，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社区
志愿者刘昌友向前来接班的志愿者反复
嘱咐。受洪水过境影响，朝天门街道十码
头临江步道出现塌方，刘昌友发现险情后
第一时间上报。

去年的历史罕见特大洪水造成朝天
门十码头坡体受损，随后这一带被纳入地
质灾害风险点，此次塌方路段便处于风险
点范围内。9月6日，渝中区防汛指挥部
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十码头所在的朝

千路社区第一时间组织社区干部、志愿
者，对风险点进行24小时轮班监测。

7日，刘昌友巡查时发现，十码头沿江
步道出现长约6米、宽约2米的塌方路段
江水拍打着坡岸，已快没过塌方路面。上
午9点过工作人员在塌方点前后50米范
围内拉起警戒线，并张贴了警示标语。区
城管局还在塌方步道两端了安置挡板。

目前，朝千路社区已组织起社区干
部、志愿者等对塌方点进行24小时轮班
值守，并通过微信群、小喇叭喊话等方式，
向辖区居民通知防汛情况。

防线
磁器口转移商户减少一半，

防汛工作不“缩水”

7日中午11时，黄褐的嘉陵江水拍打
着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迎龙门码头石梯。
与往年相比，此次洪峰过境期间，正遇古镇
在进行景区消防综合整治和历史文化街区
修复提升工程，好多商铺都没营业。“搬迁

量减少至少一半，但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
懈怠。”磁器口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迎龙门码头，是古镇海拔最低点。从
古镇码头通往迎龙门的路上，有两道警戒
线。城管队员赵柯负责值守第一道防线，
他不断提醒想往警戒线内挤的市民注意
安全。

临近水边，是由街道应急队员邹亚宁
值守的第二道防线，依然是24小时轮班
值守。除了这两道防线外，磁器口街道还
在古镇濒水的街巷设立了十来个警戒卡
点，派人24小时值守。

“这次‘嘉陵江2021年2号洪水’过
境，我们提前了大约40个小时作准备。”
磁器口街道应急办主任赵家平表示。

据统计，此次洪峰过境，磁器口转移
的商铺数量只有9户、12人，不到常年同
等水位时搬迁量的一半。但街道的整套
防汛流程并没有因搬迁量的减少而“缩
水”，工作量仍与常年相当。

（本组稿件由记者龙丹梅、崔曜、左黎
韵、罗芸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