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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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灵灵）7月
11日，峰岩乡峰胜村李子园200余
亩李子挂满枝头，一个个、一串串

青黄的李子缀满碧绿的树叶间，压
弯了枝头。该果园有蜂糖李、羌脆

李、黄金奈李等品种，采摘时间将

持续到8月。
“今年是个丰收年，多年经营

以来，首次大量挂果。”该园负责人

吴柳宏说，峰胜村李子园是 2015
年发展的特色产业，目前蜂糖李已

经采摘完，羌脆李全面成熟，黄金
奈李7月底熟。

时下，正值李子大量上市时
节，在位于西城街道安平社区的李

子园内，漫山遍野的李子树上挂满
了沉甸甸的果实，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采摘游玩。
“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这

个地方可以采摘李子，今天就约着
朋友一起来采摘。”游客郭小亮说，

李子色泽好、口感佳，肉核分离，品

质优良，味道很不错。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
等优势，目前，我区李子种植面
积达到 4万余亩，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主要品种

有青脆李、青奈李、脆红李等 10
余个，年产李子 3万余吨，主要分
布于金山镇、峰岩乡、西城街道

等乡镇（街道），采摘期从 6月持
续到 9月，眼下已进入李子采摘

的最好时间，游客可根据行程安
排采摘。

夏日有“李”

我区4万亩李子上市

■ 记者 罗苑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企业
社会责任逐步纳入全面深化改革

大局。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形势提

出新要求。为充分调动民营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担当发展大任，区
委统战部、区工商联积极发挥职能

职责，把促进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作为“两个健康”工作的切入点
和着力点，将社会责任作为衡量民
营企业是否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
是否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准，引导民
营企业家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责任意识，
增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荣誉感

和使命感。

献爱心

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实
践者、受益者。近年来，我区不少
民营企业家不忘发展初心，用真情

回馈社会，彰显了民营企业“以义
为先、善行天下”的责任担当。

5月 21日，一场以“弘扬抗疫

精神、分享抗疫故事”为主题的慰
问活动在南平镇举行。活动现场
请来了我区援吉医疗队队员，通过
分享他们的抗疫故事，让在座的企
业家对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

敬业精神大为钦佩。为了表达这
份敬意，各个企业代表为抗疫队员
们送上了慰问品，并表示，将发挥

企业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特别感谢‘爱心车队’的叔叔
阿姨们，在今年高考期间平安、准
时送我进考场。”这两天，拿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小梁难掩心中的喜

悦，同时也对高考期间享受到的

“暖心服务”表示感谢。在今年中

高考期间，我区小微企业协会自发
组织了 54辆爱心送考车，穿梭于
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刻准备着为考

生提供交通出行服务。
多少个防疫前线、救灾现场，

爱心企业的捐资捐物一定能及时
送达；不论是慰问孤寡老人，还是
看望留守儿童，企业家们从不缺

席。在我区，来自爱心企业和企业
家的爱心善举不断涌现，犹如涓涓
细流沁人心田。

助“三农”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我区企业家们将帮扶的
触角积极向“三农”领域延伸，通过
消费扶贫、产业帮扶、产业链延伸

等方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贡献民
企力量。

6月18日，在我区“福惠南川·
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消费帮扶
周暨618电商消费节”活动现场，16
家区内企业成了活动的最大买
家。各企业瞄准各地特色农副产

品，现场下单，订购金额总计 1290
万元，极大解决了各地农副产品的
销售难题。

除了消费帮扶，各企业充分利
用渠道优势，从源头上“造血”。

6月 13日，大有片区“万企兴
万村”行动推进会在合溪镇召开。
我区特珍食品、正硒饮品、渝南黔

北花木市场 3家企业与合溪镇签
订合作发展协议，计划实施万亩笋
竹示范基地、大树茶种植加工、金
佛山山泉水、金佛山高山杜鹃繁育
基地等一批乡村振兴项目，计划投

资额超1700万元。
（下转第二版）

担发展之任 践社会之责
——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服务非公

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系列报道三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今年以

来，我区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聚力“储备一

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用一
批”，全力推进重大项目提速实施、
投资放量，助力经济稳定增长。7月
15日，记者从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上
半年，全区 154个重点项目计划完
成投资 144.4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162.7 亿元，超过既定目标 18.3 亿
元，投资任务实现“双过半”目标。

重点项目建设超额实
现“双过半”

7月 10日，在坤煌（南川）装备
制造园项目现场，施工车辆来回穿
梭，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现场一
派施工热潮。

坤煌（南川）装备制造园由重庆
坤煌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
该公司是一家集工业地产、商业地
产、农业开发和股权基金投资于一

体的综合型企业。该企业于 2021
年 12月底签约落户我区工业园区
龙岩组团，拟占地 1000亩，其中前
中期占地约 220亩，规划总建筑面

积约 9.4万平方米，由 55栋现代化
独栋单层厂房和 1栋配套功能楼组
成，打造以机械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汽车制造为重点的产业集聚板
块，大力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的现代装备制造园。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
计划于明年 5月竣工，届时坤煌（南
川）装备制造园将通过厂房出售等
方式，招引企业入驻南川，预计新增

产值6亿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招商中

心修建、2~6号楼正在进行桩基钻孔施
工，48~56号楼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今年，我区共推动重点项目154
个，年度计划投资331.3亿元。其中
27个项目入列 2022年市级重大项
目名单（重大建设类 21个，重大前

期类6个）。
上半年，各重点项目有序推

进。页岩气完成投资14.57亿元，新
增平台5个，新开钻井25个，同比增

长 1.96%，实现产值 11.83亿元；重
庆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三期累计完成 150万立方米

平场，启动零星道路、管网建设……
截至6月底，全区154个重点项

目计划完成投资144.4亿元，实际完
成投资162.7亿元，超过既定目标18.3
亿元，其中，21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16.3亿元、完成年计划的62.9%，
投资任务超额实现“双过半”目标。

一批民心工程建成投用

近几年，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

加快，城区居民随之增多，用水需求
大大增加。

鹰岩水厂是我区城区居民用水

的主要供水水厂，我区积极采取行
动，加快推进实施鹰岩水厂改扩建
工程，提高水厂的供水能力和质量，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

7月11日，记者在鹰岩水厂改扩
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
施工人员正热火朝天地加紧施工。

水厂占地约 48亩，包括网格絮

凝斜管沉淀池、V型滤池、臭氧接触
池、清水池等，在旧水厂的基础上新

增活性炭处理技术，处理能力更强
更优。新建水厂为全智能化的智慧
水厂，建成后，可实现自动化调节生
产用水和处理生产用水。

目前，清水池、网格絮凝斜管沉
淀池、综合楼、V型滤池、臭氧接触
池、臭氧制备间等建筑构筑物除外

墙抹灰涂料外其他所有工程均已完

成，活性炭吸附池主体结构完成
70%，反冲洗泵房主体结构完成
80%，安装预留预埋工程随土建工
程同步完成，架空廊道工程完成

70%。新建的清水池蓄水量为 1万
吨，建成后将大大提高蓄水能力，解

决我区用水高峰期的需求。
不仅如此，老百姓非常关心的

医院和学校等重点民生项目也在加

快建设。南川三中校舍扩建工程已
开工建设，完成平场，正在基础开挖

施工；水江镇中心校运动场项目完成
招标及签订施工合同、施工队已进
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综合楼建设

项目已完成孔桩开挖；城市道路提升
工程和平支路完成至工程总量的
40%、广坝路完成至工程总量的20%；
半溪河西门桥至杨泗桥段河道两岸
绿化景观工程主体工程完成40%。

南川“交通网”越织越密

渝湘高铁南川段是南川交通网
络的核心组成部分，渝湘高铁南川
段建成通车后，南川与中心城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的时空距离
将进一步缩短，南川也将全面融入

全国高速铁路网络，进一步加强与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
湾区等发达地区的联系。

渝湘高铁全长264.8公里，在南
川境内约 50公里，设南川北站、水
江北站。其中，五号标段全长 29.7
公里，包含5.5条隧道、17座桥梁、23
段路基、1座车站。

截至目前，中铁十八局站前五
标、六标全线施工，五标累计完成土
石方 60.1万立方米，六标累计完成
土石方 47.5万立方米，全线 20座桥

梁、13个隧洞全部进场施工，其中木
凉隧道掘进 1750米，楠竹山隧道掘
进 3350米，银河大道双线特大桥桩

基完成 175根，鱼泉河双线特大桥
桩基完成 102根，两个标段临建工
程已全部建成投用。（下转第二版）

投资进度“双过半”

我区重点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16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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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7月 14
日，我区组织收听收看 2022年全国
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区委副书记、区长施崇刚，副
区长李玉梅在南川分会场收听收

看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医改工作的重要指示，

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定医

改的理念、原则和路径，持续深化

“三医”联动改革，突出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补短板、强基层、建机制，
巩固和扩大医改成效，不断提升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
障人民健康福祉。

会议指出，近年来，医改坚持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围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推动药品耗材集采和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成效持续显

现，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7 年
的 76.7 岁增加到 2021 年的 78.2
岁，彰显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的优势和活力。要继续推
进区域医疗中心、医学中心建设，

完善医联体管理，加强基层医务
人员培养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能力，构建分级诊疗

格局。要强化公立医院内部治理

和短板学科建设，深化药品采购、

医保支付、人事薪酬等综合改革，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加快推
进疾控体系改革，加强重大疾病

防治，充实基层防控力量，筑牢基
层防线。要严格落实第九版新冠

肺炎防控方案，加强培训，提高政
策理解和执行能力，坚决制止层
层加码、一刀切，主动防、早发现、

快处置，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少受影响。

我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随着连晴高温天气的到来，我区除了山清水秀、清幽静谧的自然景观引来大量避暑游客外，集采摘、民宿、沉浸式体验等特点的乡村游也成为
“流量密码”，吸引中心城区、周边区县游客前来休闲避暑、旅游养生。

图①：7月9日，游客在南平镇永安村体验葡萄采摘。 记者 李彬 摄
图②：7月9日，游客在鸣玉镇中心社区开满向日葵的田园里游玩。 瞿明斌 摄
图③③：7月10日，游客在金山湖畔露营消暑，欣赏湖光山色。 特约通讯员 李建新 摄

生态乡村引来“纳凉客”

7月11日，游客在峰岩乡峰胜村李子园采摘李子。 记者 聂灵灵 摄

全线架通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徐家坝大桥。 李文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