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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发活力 合作共赢未来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在綦开幕
钟攸平潘毅琴王铁汉唐英瑜袁勤华姜天波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马卓）九月的綦

城，国旗飘扬、丹桂飘香，处处洋溢

着喜悦。9 月 19 日，第五届全国民

营企业合作大会在我区开幕。本次

大会以“创新激发活力，合作共赢未

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余家民营企业齐聚綦江，共赴盛

会、同襄发展。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钟攸

平、重庆市副市长潘毅琴、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

汉、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秘书长刘

烨、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唐

英瑜、区委书记袁勤华，区委副书

记、区长姜天波等出席开幕式。

袁勤华在致辞中说，去年11月1

日，是令全国民营企业家刻骨铭心的

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

全党发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号召。今天，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

合作大会召开，我们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营造民营经济良好发展

环境的态度和决心。

袁勤华说，当前，綦江正举全区

之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打造一流环

境。我们积极倡导并全力践行“三

句话”：一是讲诚信，做到说话算话、

说到做到；二是讲效率，做到马上就

办、办就办好；三是讲帮扶，做到多

设路标、不设路障。

袁勤华说，去年5月28日，市委

书记陈敏尔莅临綦江视察调研，作

出“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

打造升级版”重要指示，为綦江推进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指明

了方向。今年3月，市委、市政府赋

予綦江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服务

区、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渝南中心

城市等重大定位。第五届全国民营

企业合作大会在綦江召开，为綦江

乃至重庆、全国的民营经济合作发

展带来了充沛的雨露和阳光、提供

了重要的机遇和平台。真诚邀请各

位企业家朋友，走进綦江、投资綦

江、融入綦江，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

明天。

潘毅琴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

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她说，空气清新，投资自来。营

商环境就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是

城市发展的基础生态。这两年重庆

以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为目

标，全方位推进放管服改革，特别是

创造性地推出了“渝快办”品牌，通

过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

让企业和群众在重庆办事更高效更

愉快。重庆已成为开放的高地，投

资的热土，创业的良田。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发展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255 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7%，

民营经济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创新激发活力，合作共赢未来。9月19日，第五

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高峰论坛在綦江普惠豪生酒店举行。

重庆市副市长潘毅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重

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唐英瑜，区委书记袁勤华等出席。

高峰论坛上，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钟攸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

波，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怀涛分别发表主旨讲话或主题演讲。

作为本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的重头戏，高峰论坛邀请来自政府部

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嘉宾，围绕“创新激发活力，合作共赢未来”这一主

题，就民营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等内容，与全体代表分享了他们独到的思考和体会。

（详情见三版）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
合作大会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马卓 实习生 刘柳吟）9月19日，第五届全国民

营企业合作大会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我区签约项目11个，计划总投

资126.21亿元。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钟攸平、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潘毅琴，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秘书长刘烨、重庆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英瑜，区委书记袁勤华出席签约仪式，区长姜天波主持。

签约仪式上，区委常委、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刘扬，副区长刘芳敏，副区

长杨治洪分别与山东鼎鸥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金美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唯怡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湖南金富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辉州实业有限公司、湖南中卓到家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成工富创科技有限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科宇源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

据了解，我区通过前期对接洽谈，成功促成一批项目签约落地，共签约11

个项目，项目包括锂电池高新材料、三元正极材料、卫星核心部件及系统生产

制造、年产10万吨植物蛋白饮料生产、中药饮片生产、綦江北纬29度康旅示

范小镇、中卓到家“西南地区”运营中心、消费电子铝制品精密机加工等，计划

总投资126.21亿元。其中现场签约项目10个，计划总投资126.2亿元，涉及智

能制造、食品加工、新型材料、文化旅游、新型能源、总部经济等产业和领域。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我区签约项目11个 计划总投资126.21亿元

本 报 讯（记 者 成 蓉 马 卓

实习生 刘柳吟）9月19日，全市深

入推进脱贫攻坚整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我区在分会场收听收

看。会后，我区庚即召开全区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会暨整改工作推进

会，第一时间落实国务院督查组、市

委脱贫攻坚整改工作要求。

区委书记袁勤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关衷效，副区长蒲德洪

出席会议。

袁勤华指出，督查是“综合问

诊”，整改是政治任务。各街镇、各

部门“一把手”要担起责任，既要当

好“指挥员”又要当好“战斗员”，以

上率下，靠前指挥；要牢固树立“抓

好整改是本职、抓不好整改是失职、

不抓整改是渎职”的责任意识，找准

问题症结，分析问题根源，拿出过硬

举措，在整改工作中出真招、出实

招。

袁勤华要求，要深刻反思、查漏

补缺，确保事不过三，让整改成效真

正经得起即将到来的市委脱贫攻坚

“回头看”及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整改验收；要认真查找共性问题，检

视整改质量，把当前我区脱贫攻坚

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找准、找全、

找到位，做到问题整改一个不漏，件

件落实，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检验，

整改效果让群众满意。要在立行立

改上下功夫，严格打表，倒排工期，

抓紧推进，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整

改任务；要针对问题务实改，尤其是

针对“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要

做到摸清底数，决不漏一人、落一

户，分级分类、逐项逐户健全工作台

账，实行常态监测、动态管理、确保

精准；要强化对产业发展的目标、市

场和成效带动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和

统筹策划，结合乡村振兴等重点工

作，进一步做好村级产业发展、贫困

户利益联结；要坚持边整改、边整

理、边完善，把功夫下在平常、工作

做在日常；要全面推动帮扶指导到

位，坚持“一帮到底”的原则，做到点

面结合，合力攻坚，实现全方位帮

扶。要咬紧牙关，顽强作战，坚决做

到问题不见底不放过、解决不彻底

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以扎实

的整改成效推动脱贫攻坚提质增

效。

袁勤华还对全区安全稳定工作

作强调。他说，相关部门、街镇要肩

负责任，主动作为，强化矛盾纠纷的

排查化解，更好地预防、减少和妥善

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为全区安全稳

定做出应有贡献。

咬紧牙关 顽强作战

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张斌）9 月 19

日，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举行推介大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

会会长钟攸平，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杨光出席会议。

会上，区长姜天波及甘肃省礼

县，我市江北区、涪陵区、永川区、南

川区、荣昌区负责人先后登台，围绕

区位交通、产业配套、投资环境等优

势，向与会嘉宾作多角度、多层次、

多方位推介，共图广阔发展前景，共

谋美好合作未来。

姜天波介绍了綦江深厚的历史

人文、优越的区位交通、良好的资源

禀赋、雄厚的产业基础，并对良好的

投资环境作了重点推介。他介绍

说，作为渝南中心城市，在綦江投资

不仅可以全面对接渝黔合作、西部

陆海新通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还可

以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国家中小城市综合

改革试点等多项优惠政策。数十年

的发展积累，綦江培育了超过10万

人规模的熟练产业工人队伍，用工

成本远低于沿海地区。与此同时，

綦江已组建两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两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 所专业

大学。此外，还专门出台“人才引进

暖心10条”，即将建成“科创中心”，

各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加速集聚。

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无疑也是

綦江的“加分项”。姜天波介绍说，

在綦江，招商企业的“绿色通道”已

成为一项常态机制，“事情不过夜、

三天有着落”已成为一条服务准

则。今年，我区还专门成立了政务

服务办、政府效能办，开通了区长助

跑企业热线，做到第一时间回应企

业诉求、第一标准服务企业需求。

“一般工业建设项目30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批”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

了服务效率，全力让企业家们感受

到有速度、有温度、有态度的良好营

商环境。他还真诚邀请与会企业家

选择綦江、投资綦江，携手开创合作

共赢的美好未来。

区领导刘扬、刘芳敏出席推介

会。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举行推介会
钟攸平出席 七区县登台亮相摆优势谋合作话未来

第五届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开幕式 记者 陈星宇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邓大伟）9月19日晚，区级党政领导班子“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围绕“不忘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主

题，开展第五次集体学习。

区委书记、区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袁勤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赵如均，区委常委，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袁勤华指出，不忘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决心、用

真功。党员干部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自我亮丑，也要敢于亮剑，

对自身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经常性的排查、检修、清扫，不断纯洁党的队

伍、净化党的肌体，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在自我完善上补短板、强弱

项。要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体系，提升工作能力水平；要坚

决落实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袁勤华强调，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添活力。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担

当、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

端，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要在自我

提高上增本领、长才干。要强化党性锤炼，敢于和善于斗争，不断增强“綦江

干部要干好綦江事，綦江干部能干好綦江事”的情怀、担当和本领，始终与人

民群众想在一起、走在一起、干在一起，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与人民共

风雨中长才干。

会上，赵如均、钟远平、关衷效、杜永平、刘芳敏围绕主题分别作了交流发

言。

区级党政领导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开展第五次集体学习

不忘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