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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享受美丽健康人生

一座县城的别样魅力
——解码大竹县域经济为何这么“牛”(二)

10 秒、15 秒、20 秒……
随着“叮”的一声，西南富士
电梯董事长谭开均乘坐自
己企业生产的电梯稳稳停
靠在高 78 米的观景层。这
是大竹经济开发区的最高
点，站在上面，大竹工业园
区全景一览无余。

让记者惊讶的是，谭开
均原来是做苎麻产业的，在
苎麻行业打拼了30年，堪称
苎麻领域的专家。如今改
行做电梯，这其间的艰辛，
用谭开均自己的话说，“摆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创业之路没有捷径，
唯有用心。”谭开均说，他干
了几十年企业，从苎麻厂厂
长到房地产开发商，再到电
梯生产商，从国企负责人变
成民营企业家，改变的是身
份，不变的是初心。

正是有众多像谭开均
一样的企业家，大竹工业才
有了如今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一座县城，为何有这样
的魅力，能让企业家们扎根
谋发展呢？

本报讯 “治理机动车乱停乱
放，电瓶车、三轮车、摩托车不遵守
交通规则违法行为，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责无旁贷……”6月28日，大竹
县首期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
事”活动“面对面访谈”节目录制现
场，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人面
对镜头现场表态。

当天，大竹县交通运输局、公安
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来到演播
室，围绕“出租车运营不规范，公交
基础设施匮乏、运行环境差，村组道
路维护不到位、防护措施缺乏，机动
车乱停乱放，电瓶车、三轮车、摩托
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等问题，面对面
同主持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交流，现场介绍整治进展及
下一步整治工作安排。

“部分出租车驾驶员不打表乱

收费、组合拉客、拒载、服务态度差
等现象确实存在。”大竹县交通运
输局主要负责人在节目现场介绍
道，为彻底整治这些问题，目前已
组织出租车驾驶员参加职业道德、
安全教育培训600余人次；整治出
租车、公交车“脏、乱、差”113 台
次；处理经营行为不规范 81 台次，
谈话教育驾驶员 32 人次，违章处
罚 25 台次。下一步将采取加强从
业人员教育培训、建立完善曝光机
制等措施，规范出租车的运营行
为。

据悉，大竹县在整治“群众最
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中，将继
续采取“电视问政”的形式，定期
录制“面对面访谈”节目，确保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

（特约记者 程一凡）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整治
“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活动，宣
汉县采取“四强化四抓”措施，大力
整治“场镇缺少公厕，垃圾清运不及
时、不彻底”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
满意度、认可度。

强化组织领导、抓责任落实。
宣汉县委、县政府多次专题研究“场
镇缺少公厕、垃圾清运不及时、不彻
底”问题，做到家底清、情况明、责任
实。同时，各地各有关部门也成立
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对照群众诉求
问题清单，认真梳理汇总，逐一制定
切实可行的整治实施方案。

强化工作措施、抓问题整改。
该县治理办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广
泛征求意见，收集意见建议100余
条、“金点子”10 条，为制定整治方
案奠定切实可行的基础；及时印发

《场镇缺少公共厕所，垃圾清运不
及时、不彻底问题整治实施方案》
和《关于免费开放全县场镇范围内
机关事业单位附属厕所的通知》等
文件，做到问题清楚、目标明确、责
任到人。

强化宣传引导，抓氛围营造。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方
式，全方位宣传整治活动，提高群众
的知晓率、参与率，营造了良好的整
治工作氛围。

强化督查督办，抓问责问效。
该县治理办会同相关单位对场镇厕
所开放情况、保洁情况和垃圾清运
不及时、不彻底等问题进行明察暗
访，对措施乏力、行动迟缓、整治效
果不佳的单位或责任人进行媒体曝
光和问责。

（邹翊 特约记者 张平）

大竹开展“电视问政”

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谈整治
宣汉采取“四强化四抓”措施

强力整治“场镇缺少公厕”等问题

□文/图 本 报 记 者

李清 付勇 刘姣 特约
记者 程一凡

中科智联智能终端生产线中科智联智能终端生产线

本报讯 7月8日至10日，省政协
副主席祝春秀带队深入我市大竹县、
通川区、万源市，围绕《关于构建现代
农业营销体系，推动我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开展
调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亨孝，市政
协主席康莲英陪同调研。

大竹县团坝白茶现代产业园区位
于大竹县团坝镇，园区计划投资1.5亿
元、规划面积 2.3 万亩，现已完成投资
7000 万元、建成 1.1 万亩，辐射白坝、
赵家、农华、新生4个村，按照“林区变
景区、茶园变公园、田园变花园”思路，
不断做强现代农业，做优乡村旅游。
得知今年园区茶叶产量预计突破300
吨，祝春秀勉励园区继续保持发展定
力，持续完善农产品营销体系，带动周
边群众共同致富。

走进环城好一新复兴批发市场，
祝春秀对商铺经营情况进行了解，听
取好一新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好一
新复兴批发市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
点民生工程、国家省市区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30亿元，占地800亩，总建
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建设有蔬菜水

果、冷冻食品、服装鞋靴、百货小商品
等15大批发市场，配套建设仓储中心、
冷链物流中心、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等
15项服务功能。祝春秀对好一新建设
规模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
规划，推动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国储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是四川储备物资管理局的全资国有企
业，创立于2016年3月，公司设有综合
部、生产部、项目部等多个部门，目前
在万源市石塘、旧院、草坝、石窝等乡
镇建成标准化茶叶基地1万余亩，拥有
合作社2家，现已跻身成为我市茶叶领
域龙头企业。祝春秀鼓励企业要继续
整合资源、选择优质品种、完善产业结
构，朝着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

祝春秀一行还前往大竹县东柳醪
糟有限公司、大竹县电子商务集聚区、
通川区魏兴镇源美冷链物流有限公
司、万源市大巴山茶文化小镇等地调
研。

副市长王全兴，副市长、通川区委
书记杜海洋，市政协副主席张洪波陪
同调研。

（本报记者 程科）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市长郭亨孝调研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参观部门科室，看望干部职
工，详细了解机构改革后我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工作，并出席座谈会。

据悉，自机构改革以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完成市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系统的机构改革，围绕“两统
一”职责，（即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
责），狠抓职能转变，有效推动机构、班
子、人员、职能全面融合和高效运行，
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座谈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规划编制中心分别就机构改革后的
工作开展情况、遇到的困难以及下步
工作打算作了汇报。郭亨孝认真听取
汇报，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规划
编制中心目前工作开展情况给予充分
肯定，强调新机构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

郭亨孝指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规划编制中心是政策、利益、矛
盾、风险交汇点，要充分认识自然资源
和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做好
我市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合理配置；
要注重学习和调研，将二者作为开展
工作的前置条件，学习掌握政策法规、
技术指标和参数，深入研究达州自身
现状和存在问题；要用两三年时间，逐
步补上基础工作滞后的短板，为专项
工作和日常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
件；要围绕市区规划国土体制、部门之
间协调机制、主城区土地征收机制、自
然资源系统上下协同机制等进行重申
和约定，出台文件并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确保各项工作畅通有序开展；要从

“人”和“物”两方面发力，加强自身能
力建设；要注重国土巡查、违规别墅清
理、国土空间规划等当前重点任务与
创造条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步抓，
着力解决自然资源领域突出问题。

市政府秘书长向仕春参加调研。
（本报记者 江吉）

祝春秀带队调研我市重点提案
督办工作

构建现代营销体系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郭亨孝康莲英陪同

新机构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郭亨孝调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并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 7月10日下午，一辆302
路城乡公交车缓缓驶入市公交公司位
于西外金龙大道的调控中心，正式拉
开了达城城乡公交改革的序幕。据了
解，此次改革收归国有的共计4条线路
50辆公交车。

10 日下午 3 点，记者在市公交公
司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此次城乡公
交改革紧张地忙碌着。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此次收归国有的共计4条线路
50辆公交车，分别是101（汽车北站—
蒲家站）线 13 辆、102（汽车北站—东
岳站）线4辆、302（华阳酒店—河市机
场）线 25 辆、303（汽车南站—河市机
场）线8辆。城乡公交车接收工作当天
开始，所有线路车辆接收计划用时5天

完成。
该工作人员同时告诉记者，在车辆

接收过程中，市公交公司做好了相关应
急措施，以保障4条线路的乘客出行需
求。公司不仅安排了应急车辆，还会根
据客流量适当增加车辆，同时加强车辆
内外环境的管理，提升营运服务，为广
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安全舒适的乘车
服务。票价、线路、发车和运行时间、停
靠站点等，暂时不会改变。

此外，该4条城乡公交线路收归国
有后，将逐步推行无人售票制度。市
公交公司也将在各线路的起始点设置
宣传台，对此次改革的相关事宜向群
众进行宣传。

（见习记者 肖礼山 郑栋梁）

达城城乡公交改革拉开序幕
●4条线路共50辆公交车将收归国有

明年底
我市天然水域暂定10年禁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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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至诚 变“偶然”为“必然”

361°（大竹）鞋服产业园内，干净
整洁的生产车间，一条条全自动化的
生产线不停运转，制作鞋底、印花、缝
制鞋面、做鞋帮、固定鞋型、系鞋带、装
盒……生产线旁，工人们坚守岗位，熟
练地操作，让人深感工业生产的秩序
之美。

361°（大竹）鞋服产业园落户大竹
纯属偶然。在一次四川省的招商引资
活动中，大竹县偶然听到361°中国有
限公司有意在内地扩展生产基地。说
者无意，听者有心。2017 年 6 月至
2018年3月间，达州市、大竹县党政主
要领导多次前往福建晋江361°集团
实地考察，并盛情邀请361°集团主要
负责人到大竹实地考察。从开始的客
套交流到后面的谈判和项目落地，双
方反反复复磋商了20多个回合，上演
了一出磨耐心、显诚意的“拉锯战”，终
于将一个“偶然的企业意向”变成了一
个“重大项目的落地投产”。

361°（大竹）鞋服产业园项目总
负责人孟平和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最初他们对选择大竹并没有信心，甚
至都没作考虑。但达州、大竹党政主
要领导对企业主动支持的诚意打动了
他们。比如，当得知他们“招工难”后，
大竹县竟组织了一批务工人员前往福

建，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孟平和坦言，也有其他地方找过

361°集团洽谈，也开出了不少优惠
条件。但光有诚意是不够的，关键要
看能否满足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拉
锯战”谈判中，他们甚至派人到大竹进
行了暗访，从区位交通、企业口碑，到
民俗民风、治安状况，对大竹进行了全
方位考察评估，所有测试均获通过，落
地也就顺理成章。

对此，大竹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志
超深有感触：“虽然谈判过程很艰辛，
但意向一旦达成，落地就异乎寻常地
顺畅。仅用了100天生产线便建成投
产，也显示出一家大企业干事雷厉风
行的气魄。”

无独有偶，被大竹县委、县政府务
实作风打动的，还有OPPO公司总裁、
达州籍企业家陈明永。

渝洽会后的一次交流，得知OP-
PO公司将在重庆市渝北区建立1500
亩的智能生态科技园。在市委市政府
的倾力支持下，大竹县委县政府再次
发扬“厚着脸皮、磨破嘴皮”的精神，多
次“上门招引”。

最终，OPPO 集团的检测中心和
它的一批供应链企业成功落户大竹。
同时，2017 年达州以 OPPO 布局重
庆、川渝合作为切入点，在大竹设立川
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

至情 变“死棋”为“好棋”

“配料要严格按照标准，一定要确
保产品的质量。”7月1日，在大竹瀛海
塑编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总经理吴
正彬不断提醒员工要确保产品质量，
因为这些订单来之不易。

2013 年，在广东打工 10 余年的
吴正彬春节回家，发现一些建设工地
将废弃的水泥编织袋随处丢弃。有相
关工作经验的吴正彬发现这是一个商
机：大竹有大型的水泥厂，他如果将这
些水泥编织袋回收，再加工成颗粒作
为原料卖给相关编织袋生产企业，肯
定能赚钱。

说干就干，吴正彬将商机变成了
红火的生意。做到一定程度后，吴正
彬不再满足于加工原料，决心自己建
设完整的生产线。他与几个朋友共同
投资近300万元建起了完整的编织袋
生产线。哪知市场风云变幻，在本地
大型水泥厂商包装袋的招投标过程中
惨遭淘汰。丢掉了大单，资金链就接
续不上，企业一下陷入窘境，一度让吴
正彬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正当吴正彬为企业的发展绝望之
时，突然迎来了县领导的帮扶。原来，
大竹开展了县级领导挂包帮扶企业

“双百工程”， （紧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