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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今日4版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

本报讯（记者 黎明）近日，
我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

于落实贫困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扶持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制定落实贫困农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扶持相关“十条”政策，
更好地发挥引领带动贫困户稳定

脱贫的作用。

《通知》中的“十条”扶持政策
主要包括：

（一）实行带贫奖补。根据贫
困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的带贫效
果，对认定合格的贫困农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在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安
排时，优先支持贫困农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在修
建圈舍、冻库、农产品加工场地、电

商应用、乡村旅游开发等新建项目

方面给予财政扶贫资金支持。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贫困农村

创业致富带头人优先在生产生活
便道、建设灌溉沟渠、新建灌溉水
池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
资金补助。

（三）特色产业扶持。包括粮
油产业扶持，中药材产业扶持（种

苗繁育基地、示范种植基地、产地
初加工基地），茶叶产业扶持（茶
叶基地建设、茶叶加工厂房及设
备设施、茶叶品牌），蔬菜、水果产

业扶持（基础设施、生产设施、节

水灌溉设施及其他），畜牧、水产
产业扶持（畜牧业、生态渔业）。

（四）创业就业扶持。对符合
条件的贫困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优先提供创业扶持，发放最高 20
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或不超
过 300万元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

贷款，按照规定金额给予贴息。

（五）开展电商扶持。对符合电
商扶持条件的贫困农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优先给予电商扶持政策支持。
（六）开展乡村旅游扶持。对

贫困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发展旅
游民宿的，按照《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和评价》进行必备项目检查和
一般要求评分，一般要求评分达
到 5星级民宿标准的，给予 100万
元奖补；达到 4星级民宿标准的，
给予50万元奖补。

（七）强化科技支持。对新认

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
奖励10万元。

（八）加强金融扶持。将提供
货币政策支持、提供全方位金融
服务、贷款贴息扶持。

（九）基础要素保障扶持。将
从用地保障、用气保障、用电保障、

扶持流转承包地方面给予扶持。
（十）创业能力培训扶持，提

升贫困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创业
能力，2020年对贫困农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进行全覆盖培训。

我区出台贫困农村
创业致富带头人扶持政策

本报讯（记者 黎明）近日，

区科技局、区经信委公布 2020年
度南川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名

单，认定重庆市方略精控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等 9家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为南川区企业

研究开发中心。截至目前，我区

已认定 15家区级企业研究开发

中心。
据介绍，按照《重庆市南川区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办法》有关
规定，我区研发中心的认定优先支

持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产业领
域，优先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和行业骨干企
业。经发布指南、企业申报、材料

初评、现场核查、综合审查，认定重
庆市方略精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中心、重庆亲禾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重庆

赛纳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陈吉旺福食品有限
公司研究开发中心、重庆泽齐传动

机械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重庆
科朗机动车制动器有限公司研究
开发中心、重庆市上泽机电有限公

司研究开发中心、重庆筑巢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重庆市

南川区晨曦化工有限公司研究开
发中心等9家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为

南川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据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企业研究开发中心是企业技
术创新体系的核心，也是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我区企业通过建立研究开发

中心，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实施产
学研合作，开展技术研发，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提升市场竞争力。

我区新认定9家
区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2个互
通出口、3个隧道、20余座桥、途经7
个乡镇……10月 14日，记者沿着南

两高速南川段上的一个个节点工

程，提前探访这条起于大铺子互通，
止于渝北区洛碛镇刘家湾，与重庆

三环高速合川至长寿段终点相接的
高速公路，抢先体验我区第二条直

达主城的大通道。
站在南两高速南川段开端，一

条平整笔直的高速公路从这里开始
延伸而去，身后则是一个Y形路口，

左边连接南道高速，通往金佛山北、
道真、瓮安方向，右边连接包茂高

速，通往重庆城区、武隆、黔江方向。
向前行驶约七八公里就到了北

固互通出口，途中还能看到南两高
速与渝湘高铁的“亲密接触”，渝湘
高铁南川段楠竹山隧道入口处紧邻

着南两高速，隧道上方就是高速公

路，隧道进口顶部与高速公路路面
的距离只有2.5米，未来渝湘高铁南

川段建成通车后，驾车经过这里就
能看到动车、公路、铁路和沿线美景

互相交织的景象。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经过道角隧道和安坪隧道，一座气
势磅礴的大桥便映入眼帘，这就是

凤咀江特大桥。
南两高速公路建设地质环境复

杂，多处跨越深沟大河，存在许多大
规模的桥梁和隧道。其中，位于西

城街道沿塘社区的凤咀江特大桥全
长 1410米，是南两高速南川段的控
制性工程和难点工程，也是我区现

有高速公路中长度最长的大桥，包

含了一座主桥和两座引桥，最大桥
高达105.63米。

经过凤咀江特大桥，随后便进
入了长达4853米的沿福隧道。

南两高速南川段共有 3 个隧

道、20 余座桥，桥梁隧道占比达

40%以上。沿福隧道是南两高速南
川段主要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左

洞长 4837米、右洞长 4853米，是南
两高速第二特长隧道，经过参建人

员 705天的日夜奋战，沿福隧道比
计划工期提前 86天全线贯通，为南

两高速实现大铺子互通至岔河互
通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在行驶途中，记者看到道路标

线、交通标识标牌、道路两旁绿化等
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收尾工作。而在用时上，从北
固互通上道，只需要 15分钟就到达

石溪互通，继续行驶几公里便进入
了涪陵段，全长 34.5公里的南川段

至此结束。

南两高速开通在即 记者提前上路打探

图①：大铺子互通连接完毕。
图②：修建好的北固收费站即将投用。
图③：隧道的各项基础设施已经安装齐全。 记者 任前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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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今
年，我区投资8500余万元，因地制
宜实施 5.8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通过改造排水沟、新建提灌
站、修缮引水渠等，全面提高农业

生产条件，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近日，木凉镇汉场坝村 8 组
村民刘明仕在院坝晾晒着谷子，

金灿灿的稻谷堆满院子。今年 4
月，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

此实施，区农业农村委农田建设
服务中心对该组田地进行现场
勘查设计后，制定出修建 3条共 1
公里的排水沟带耕作道的建设方

案。
目前，汉场坝村 1 公里的便

道已全面完工，500 多亩土地被
1.5米宽的水泥便道环绕，每隔四
五米就有个活动的盖板便于检查

排水沟泄洪情况，遇上淤泥堆积，
打开盖板还可以进行人工排淤。

“农田改造后，再也不用担心

田地被淹，轻松种地收成还好。”
刘明仕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后能

大面积实施机器耕作，让农业更
加智能化，提高亩产效益。

高标准改造农田后带来的效
益，当地村民深有感触。村民黄

开洪种植有几亩水稻，以往到秋
收时候，每亩需要300多元的工钱

才能收割完成，今年，收割机沿着
便道直接走进田地里，每亩100元
的成本仅20分钟便收割完成。

截至目前，我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已完成河图镇 4800亩，
木凉镇、大观镇 17400 亩。白沙
镇、乾丰镇、福寿镇、民主镇、楠竹
山镇等 36700亩改造正有序推进
中，预计年底全面完工。

我区5.89万亩高标准农田
年底全面完工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10月

16日，区政协对我区页岩气勘探开
发利用情况开展主席视察。

是日，视察组先后前往东胜脱
水站、胜页 12平台、中石化重庆页
岩气公司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

汇报等形式，详细了解我区页岩气
的建设生产及利用情况。

南川是全国重要的页岩气资

源富集区，页岩气探明储量约
3000 亿方，预测储量 5000 亿方以

上。自 2016 年以来，全区的页岩
气勘探开发累计完成投资约 74亿
元，建成钻井平台 41个，开挖钻井

152口、完钻 128口、完成产能测试
116口，日输售气 510万方、累计对
外售气 36.84亿方。目前，已建成

年产能 20亿方，通过“南涪线”“水
武线”等外输管道接入“川气东
送”管网，将我区页岩气输往长江

中下游地区。
区政协主席简支全要求，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
产第一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

守好页岩气勘探、开发、销售的全
过程。要坚持绿色发展，促进科技
创新，注重生态保护，注重循环经

济，保护好南川的绿水青山，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地推进
勘探开发。要强化服务保障，专班

专人主动跟进服务，争取好政策，
协调好关系，化解好矛盾，切实解

决页岩气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要发扬契约精神，地企双方严

格履行协议约定，秉持“开放、合
作、共赢”理念，兑现财税、用地、科
技创新、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主

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为推动
南川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作出积极贡献。

区政协副主席胡晓、蒋建、杜
帆、舒茂全参加视察。

区政协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情况开展主席视察

本报讯（记者 王娟）10月 15
日，受区委书记丁中平委托，区委副

书记、区长张兴益主持召开区委常
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等工作。

赖云、毛朝银、刘诗权、朱高云、

余立祥、翁俊军参加会议，简支全、
刘先畅、郑远学列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新发展格
局谋划南川发展，找准切入点、着力
点，开门问策、集思广益，高质量编

制好“十四五”规划。要紧盯目标奋

力冲刺，心无旁骛抓好第四季度工
作，确保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
面打赢“十三五”收官战。要严守党
章党规党纪，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维护制度权

威，推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
作条例》精神和要求不折不扣落实
到各项工作中。要坚决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各项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着力提高把方向、谋

全局、抓落实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建
设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

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
强组织。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理
论学习，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切实
解决好干什么、怎么干的方向问题
和方法问题。要强化实践锻炼，坚

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善于站
在全局高度思考和谋划工作，创造
性贯彻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努力
取得更大成效。要强化斗争精神，

不断增强掌控局势、应急处突、化危

为机、开创新局的能力，牢牢把握工
作主动权。要强化担当作为，对中
央和市委作出的决策、部署的工作、
定下的事情，雷厉风行、真抓实干、
率先垂范、奋发有为。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落实主体责任，健全选
育管用的全链条机制，加快打造一
支当下有活力、发展有潜力、未来有

竞争力的年轻干部队伍。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深改委第

十五次会议和市委深改委第二十次
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南川区科技创

新智库管理办法（试行）》。会议指
出，要准确把握好新发展格局，继续

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围绕

我区产业发展布局，有针对性推进
关键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激

活力，大力培育竞争新优势，在新发

展格局中实现南川作为。要对照全
年改革任务清单逐项盘点，查漏补

缺、集中攻坚，确保全面完成今年各
项改革任务，提前谋划好明年和“十
四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要

运用好各项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见
效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拓展深
度，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
展格局聚焦发力。要立足南川发展

需要，选准选好科技智库专家，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突出成果
转化运用，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完善

“引育留用”全链条政策体系，推动
我区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
作用。

会议听取了全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
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评

估工作实施方案和“五清理一活

动”专项行动方案。会议指出，今

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收官之年，要切实提高认识，对照

各项定量指标，强化政策措施，加
大工作力度，按时保质完成三年行

动计划。要坚持问题导向，落细落

实目标任务，强化部门协同作战，
深入开展好“五清理一活动”专项

行动，切实提升农村颜值、气质和

价值。要压紧压实“区主责、乡镇
主事、村社主体、农民主角”责任，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凝聚整
治合力，齐心协力打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这场硬仗。

会议学习贯彻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精神，听取我
区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按
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聚焦“六

清”“六建”持续攻坚，认真提炼总结

好经验好做法，谋划健全完善常治
长效机制，确保扫黑除恶常态化、制
度化推进。要聚焦问题短板，补齐
短板弱项，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
务。要聚焦整治重点，紧盯治安乱

点、行业乱象等，持续打好重点行业
领域“治理仗”，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