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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金佛山上杜鹃花开烂
漫，40多个品种、60多万株杜鹃，漫山遍
野，汇聚成一片斑斓的海洋。

读者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完
整视频。 记者 甘昊旻 摄

金佛山上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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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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治卫）4月
29日，区政协主席简支全调研城
区周边生态屏障建设工作。

近年来，我区通过实施城周景

观林、高速公路景观林、精准提升

森林质量、农户庭院绿化、矿山植
被恢复等项目，实现城周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60％以上。
简支全来到永隆山，实地查看

道路高边坡和人行道绿化，详细了

解城区周边生态屏障建设等情

况。他指出，要认真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不断夯实

南川绿色生态本底。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
统一规划和整体打造。要持续开
展城周屏障补植抚育，提高城市绿

量、绿化覆盖率。要在公路沿线及

其他适宜区域推广区花、区树，让南

川的一树一景都体现地域特点和文
化特色。要坚持提升林业经济效

益，发展林业经济、林下经济、森林
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

一。要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

度，优化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
营造更优良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助

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简支全调研城周生态屏障建设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4月29日，区长
张兴益带队督导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他

指出，国卫复审已进入最关键阶段，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

任感紧迫感，对照标准、找准问题，以临阵
状态全力冲刺、查漏补缺，确保不留死角、
不留漏洞，全面达标、一次通过，用心擦亮

国家卫生区金字招牌。
金科世界城二期临街区域绿化简单，裸

土较多，人行道砖铺设不完整，影响市容环境
卫生。张兴益边走边检查，要求加快实施道
路铺设和增植绿化工程，美化市容环境，提升
景观效果，为市民营造优美生活环境。

在黄淦河V客公馆段，张兴益沿着河

道巡查，详细了解河道整治工作进展。他
指出，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加快推进雨污
分流、配套管网建设，抓紧开展河道清淤、
栏杆修复等工程，引导老百姓提高河道保
护意识，不断提升河道水生态环境，改善周

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

在大铺子社区检查“十乱”整治时，张兴益
指出，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协调配合，齐心
协力解决城乡接合部“脏乱差”问题。要加
强道路清洁保养和车辆管理，保持路面平
整，减少马路扬尘。要教育引导沿线商户居
民，杜绝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现象。要加强

垃圾清运处理，做到日产日清，保持环境卫
生。要加强河道治理，规范畜禽养殖，确保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张兴益还前往客运中心站、天河苑小
区、中心农贸市场等地，检查公共场所控烟、

公厕环境卫生、车辆规范停放、市场环境卫
生、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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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区长张兴益督导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这是张兴益在中
心农贸市场检查。 记者 甘昊旻 摄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4月 29
日，区长张兴益前往城区各地检查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时

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重点
行业领域，抓好隐患排查治理，确保

全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客运中心站，张兴益认真听
取“五一”期间车站运力组织及安全

保障工作情况汇报，详细询问车辆

安检、GPS监控、“三品”检查、“三不

进站、六不出站”制度执行情况，对

车站安检、疫情防控、实名制验票等

工作进行现场检查。他指出，车站
是人流客流密集场所，要细化责任、

加强管理，科学进行运力调度，强化
车辆安全检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严禁超速超限超载等行为发生，
确保节日期间旅客安全、快捷出行。

随后，张兴益来到天河苑小区
检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作，重点

对小区楼栋的消防控制系统、消防

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控制室值班人

员是否在岗在位并持证上岗，消防

车通道是否畅通，物业管理人员是

否按要求开展日常检查巡查等情况
进行了实地检查。他指出，消防安

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坚持居安
思危、警钟长鸣，扎实做好消防安

全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要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力

度，坚决落实整改措施，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要抓好安全宣传教育，

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消防安全的良

好氛围。要规范车辆停放，强化消

防通道管理，开展雨棚和防盗网整

治，为老百姓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
生活环境。

来到中心农贸市场，张兴益同
市场负责人和经营业主进行交流，

详细了解蔬菜、肉类、熟食、副食品等
农副产品质量、价格和进货渠道等情

况。当看到农贸市场干净、整洁、敞
亮，各类菜品供应充足时，张兴益对

此表示肯定，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农贸市场的运营管理，强化

节日期间市场监管，（下转第二版）

张兴益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指出

强化责任担当 及时消除隐患
全力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环境

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4月 29
日，区委书记丁中平深入区应急指
挥中心、渝湘高速公路南川互通、金

佛山景区，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丁中平强调，“五一”期间，人员流动
大，聚集性增加，全区各级各部门必
须坚持人民至上、安全为要，全覆盖
排查整治各领域各环节存在的安全
隐患，加强值班值守，制定应急预案，
切实筑牢节日期间安全防线，确保全
区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区领导张孝卫、康平、邓国图参
加检查。

丁中平首先来到区应急指挥
中心，详细了解应急值守和近段时
间全区应急安全工作情况，并现场

视频调度南平镇应急安全工作。
“节前安全排查了吗？发现了什么
问题？处置情况如何？”丁中平
问。南平镇应急值守人员报告，最
近几天，该镇先后派出 50多人次深
入各区域各行业进行详细排查，在
交通安全、企业安全生产等方面排
查出一些问题，已经处置整改完

毕。丁中平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紧盯安全事故易发多

发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区应急管理局作为全区应急
安全主管部门，一定要发挥好统筹

协调作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加
强值班值守，第一时间进行情况处
置、上报，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平稳有序。

在渝湘高速公路南川互通，
丁中平看望慰问了一线民警和执法
人员，感谢他们节假日期间还将坚
守岗位，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保驾

护航。丁中平说，“五一”期间出行
人员增加，道路交通安全压力特别

大，大家一定要加强巡逻排查，及时
妥善处置，确保安全畅通。

当前正是杜鹃花盛开季节，金

佛山上美景如画，游人如织。丁中平
要求，要提前检查设施设备安全，按
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合理调配上
山人员，全力戒备预防森林火灾。
要加强文明旅游宣传引导，让金佛
山的美景更怡人。

丁中平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按要求加
强重点场所人流管理，（下转第二版）

丁中平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全覆盖排查 多举措应对
切实筑牢节日期间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4月 29
日，我区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

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精神和全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部署要求，总结回顾一季

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经
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经济工作。

区委书记丁中平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兴益部署工
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康纪强，区
政协主席简支全参加会议。区委副
书记张孝卫主持会议。

丁中平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

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决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着力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推动经济恢

复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持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主要经济指标增势较
好，产业培育步伐加快，市场活力加

速释放，发展动能不断集聚，基本民

生持续改善，全区经济运行实现“开
门红”，呈现出全面恢复、持续向好
的发展态势。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中央的分析研判上来，观大势、
看主流、把方位，做到心中有数、手
中有策，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
心决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丁中平要求，抓好二季度经济

工作，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至关重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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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

果导向，精准发力、加油冲刺，确保

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圆满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发

挥投资关键性作用，扩大项目投

资，强化招商引资，抓实民间投
资。要拓展市场融资渠道，支持企
业降本减负，落实企业帮扶措施，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千方百计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要深耕文旅和大康
养产业，丰富文旅产业链，构建大
健康产业体系，拉动消费升级，持
续扩大“金佛山·福南川”和“世遗

净土·康养胜地”两大品牌影响

力。要突出补链成群，强化科技赋
能，做强园区平台，培育龙头企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主城都市区

生态屏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要加
快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推动城市

品质提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

续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景城乡融合
发展。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就业和社会

保障，加快发展教育、医疗、文化、
养老等社会事业。要慎终如始防疫
情，全力以赴防风险，警钟长鸣防
事故，未雨绸缪防灾害，全力维护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丁中平强调，要大兴落实之风，

推动各项工作部署更好落地见效。
要提高站位抓落实，从讲政治的高
度抓经济工作，把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要

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更

好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南川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提升能力抓

落实，紧扣重点领域开展学习培

训，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破
解发展难题。要精准精细抓落实，
领导干部要带头读文件、学政策，

区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素保
障部门、领导小组、指挥部以及分
管领导要各司其职，确保全区经济
始终在良性可持续轨道上运行。要
统筹兼顾抓落实，今年重要节点

多，大事要事多，要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兼顾，推动各项重点工作有序
开展、相互促进，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

张兴益指出，今年一季度经济

运行顺利实现“开门红”，三次产业

齐头并进，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
求持续攀升，财政收入、企业利润、

居民收入三大收入高位增长，市场
信心、民间投资、先行指标三大预期
不断改善，服务保障、民生保障、安
全保障三大保障更加坚实。当前，

全球发展基本面较去年明显好转，
国内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国家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诸多利好，我区经济保持

恢复性增长，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新的增长点持续增多，要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保持经济运行
良好势头。

（下转第二版）

全区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以百米冲刺的劲头全力奋战二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