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有关精神

袁勤华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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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石汉谋 实习生 刘柳吟）8月9

日，“移动5G智慧城市”5G巡洋舰巡展活动在我区万达广场

举行。一场盛大的5G智能应用展示，让市民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了5G带来的“超能力”。

“遭了遭了，鱼要咬到我了。”“我到解放碑了，人好多

哟。”活动现场，VR解放碑、VR动感单车、VR红色旅游、3D

全息投影、4/5G手机速率对比、远程签字、全域旅游、精准扶

贫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体验。通过5G智能应用，市

民或遨游深海、或参观红色景点、或骑车在郊外，大家沉浸于

项目带来的炫酷体验中，十分愉悦，并纷纷为5G时代的到来

点赞。

据了解，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5G具有高

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的特点，相对4G而言，5G的（传输）速

率将超过4G的100倍以上，时延低于4G的十分之一，每平

方公里的连接数将超过4G的10倍以上，5G将主要应用于

VR（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物联网三个方面。

“目前，我们已经在綦江建成11个5G基站。今后5G网

络将广泛运用于綦江交通、工业、旅游等各行业，助力綦江发

展。”中国移动重庆綦江分公司集团客户部经理翟珂介绍，綦

江作为全市第一批5G商用试点区县，今年底将完成第一批

224个基站建设，预计明年6月建成基站总数将达到380个，

届时将初步形成覆盖綦江城区的5G网络，为市民带来全新

的高速信息体验。

市民零距离感受5G“超能力”
目前中国移动已在我区

建成11个5G基站，预计明年6
月5G网络覆盖綦江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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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刘彤）8月9

日，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袁

勤华主持召开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关于审计工作各项决策部署，依法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不断推进审计

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审计委员

会副主任姜天波，区领导施崇刚、贾如

兴、关衷效、李德明，区委审计委员会其

他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及市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

第二次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区委

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区委审计委员

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綦江区2018年度

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

计报告》，研究了其他事项。

袁勤华指出，近年来，全区审计工

作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开展审计监督，

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不断提升，推动全

区审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袁勤华要求，要深入学习、提高站

位、把准定位，扎实有效做好新时代审

计工作。审计机关要紧扣全区中心工

作，提高监督精准性，更好地服务全区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审计监督要在全

方位、宽领域上抓落实，在聚焦重大政

策落实、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

“八项行动计划”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发力，确保公共资金运行到哪里、审

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公共权力运行到

哪里、审计监督就延伸到哪里；要在高

质量、高效率上抓落实，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原则，注重统筹协调、科技强

审，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

检验；要在“治已病、防未病”上抓落实，

聚焦重点领域，发挥审计反腐“尖兵利

剑”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发现问题

精准、反馈问题严肃、整改问题有效。

要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工作机

制、发挥内审绩效、加强自身建设，推进

全区审计工作取得新成效。

区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袁勤华主持召开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姜天波出席

8月7日，烈日当空。位于三角镇

柏香村的綦江区鱼栏咀水库水面上，

张立海掌扶着船舵，清漂船在水面上

划开了一道道波纹。船头，文东和缪

长江正打捞着水面的漂浮物，挥汗如

雨。

“进入汛期以来，上游漂过来的白

色垃圾增多，加之强降雨天气影响，水

面上的树枝、农作物秸秆等漂浮物多

了不少。”鱼栏咀水库管理处处长文东

说，上午 9 点开始清漂，不到两个小

时，3人已捞起200多公斤漂浮物。

鱼栏咀水库绵延三角柏香、杜家、

石盘、东岳4个村，总库容2615万立方

米，年取水量达 2573 万吨，是綦江城

区唯一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障

了30多万城区人口的饮水供应，被称

为綦江人的“大水缸”。

为加强鱼栏咀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生态环境保护，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

染，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我区坚持问

题导向，严查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水库

水质稳定达到Ⅲ类。

生态搬迁阻断污染源

进入汛期以来，杜家村村民缪长

江经常和鱼栏咀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

一起，坐着清漂船去打捞漂浮物。

“鱼栏咀水库库区水面 1300 余

亩，水域绵延近3公里，不清漂垃圾多

得很。”缪长江家住杜家村陈家湾组，

以前种庄稼、喂家禽，自从去年 12 月

生态搬迁后，他有了土地租金和清漂

务工费，收入可观。

此前，我区划分了鱼栏咀水库一、

二级水源地保护区，根据界定范围，临

近水库周边有 52 户村民居住。“虽然

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村民的生活生产

污水带来污染，但还是不能彻底阻断

污染源。”文东说。 （下转2版）

整治“大水缸” 吃上“放心水”
——綦江鱼栏咀水库整治侧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实习生 谭于蓝

8月7日，綦江区鱼栏咀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漂

本组图/记者 王京华 摄

市民体验“5G+3D全息投影” 记者 成蓉 摄

本报讯（记者 邓大伟）8月8

日，重庆市藻渡水库工程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技术讨论会在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举行。国家

水利部水规总院移民中心主任潘

尚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綦江区委

副书记、区长姜天波，桐梓县委书

记吴高波出席会议。

潘尚兴指出，藻渡水库建设周

期长、涉及事项多、影响范围大，对

綦江、桐梓两地总体发展和群众生

产生活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相关各方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坚持抓大放小、求同存异的工作原

则，形成推进水库工程建设的强大

合力。要严格依法依规推进现场

复核等各项工作，完善工作机制、

落实责任分工、强化监管问效，力

争把藻渡水库建成渝黔合作示范

项目和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据了解，藻渡水库是国务院确

定的全国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建成后，对提高綦江城区防洪

标准，彻底解决桐梓县坡渡集镇防

洪问题，建设重庆南部片区水网核

心工程有着重要意义。

会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关负责人对藻渡水库工程建

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中的技

术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黔渝两地

水利工程专家结合实际，进行了深

入讨论。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重庆市藻

渡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

划大纲技术讨论会议纪要》。

綦江区副区长蒲德洪参加会

议。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8月

9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

工作有关精神。

区委书记袁勤华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区委副

书记赵如均，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

央、市委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和对经济

工作的要求上来，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细化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

效。要按照市委常委会要求，从长期大

势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增强信心、保持

定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驰而

不息抓好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做好我区下半年经济工

作意义重大。一方面，要着力在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上下功夫，推动制造业重

振雄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壮大大

数据产业，按照“数据换投资、投资促经

济、市场换产业、产业促发展”总体原

则，推动我区大数据产业发展。要发挥

好“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分

部”的作用，促进产业孵化，真正迈出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步伐。要重

视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物

流、文旅、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会议听取了我区 2019 年第二季度

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应急管理）

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下半年，

要以“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迎大庆”集

中攻坚行动为主线，紧盯重要时段、关

键节点，全力防范化解风险，确保“大事

不能出，小事也不出”。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外人士座谈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审议了《綦江区2019年度星级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建议人选》，研究了其他

事项。

▲
8月7日，綦江区鱼栏咀水库，清漂船在水面巡回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