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开好局 阔步迈进“十四五”
本报讯（记者 刘克洪 张斌）

日前，记者从区科技局获悉，步入“十

四五”以来，我区创新资源迅速集聚，

创新主体平台持续壮大。截至目前，

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已达98家、科技型企业1320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54家，

科技创新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开好局起

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我区坚持以国家高新区创建为重点，

以科技创新活跃指数为抓手，大力推进“科技企业成长、孵化载体建设、科技

投入提升、科技服务提质和科技兴农富民”五大工程建设，有力促进了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据介绍，在国家高新区创建上，我区通过开展“百日冲刺”行动等全力推

进创建工作，并得到了国家科技部、重庆市科技局等部门大力支持，创建工作

正大步迈进。而在高能级孵化载体建设上，今年初就获评3个市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目前正在指导青创PARK等创建国家级众创空间。在科技兴农工作

中，已建成国家级、市级、区级科普基地20个，整合市区两级科技特派员72

人，解决横山蓝莓饮料研发等17项农业技术难题。

“为了培植优化创新生态，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市委五届

十次全会和区委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制定出台了綦江区支持科技创新政策

十条等措施，并通过支持帮助企业申报市级以上科研项目、举办科技宣传周

活动、创办‘创新綦江公众号’等形式，努力提升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创新生

态。”采访中，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统计显示，目前，我区联合易

智网、重庆科技大市场建设綦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已累计为106家企业发

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2.3亿元。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持续厚植创新生态，努力为

綦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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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6月16

日，綦江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

十七次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前元主持会议。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德明、刘益文、吴大

林、刘红兵出席会议。

会 议 听 取 了 区 财 政 局 关 于

2021年1-5月全区政府债务及政府

隐性债务管控情况的汇报，以及区

税务局、区气象局、区林业局工作汇

报。

会议指出，要坚决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积极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

存量，确保新增举债同偿债能力相

匹配；要进一步防范化解财政运行

风险，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切实提高

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要进一步防

范化解国企投融资风险，审慎以企

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不断降

低国有资产负债率。要不遗余力抓

收入，想方设法育税源，激发企业活

力，夯实市场主体；要多措并举强征

管，依法严查偷、逃、欠税等问题，全

力营造法制化税收环境。

会议要求，要不断提高气象服

务保障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优化气象监测站点布局，提升气象

现代化水平；要不断加强科普宣

传，增强全社会抵御各类气象灾害

的意识和能力；要及时准确发布气

象信息，切实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服好务。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促进经济、生态、社会

效益有机统一，推动全区林业健康

发展；要科学编制“十四五”涉林规

划，确保规划编制更加科学合理；

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持续

推动山清水秀美丽綦江建设，全面

推进林长制工作，切实筑牢渝南生

态屏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綦

江区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綦江区

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度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对<重

庆市綦江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情况报告>的评议意见。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七次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6月16日，区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

区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

究部署全区安全稳定相关工作。

区委书记姜天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罗成，区委常委，区政府、区政协、区检察院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

故”。6月13日，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

场发生燃气爆炸，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

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增强政治敏锐性，

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要一体学

习，深刻领会好、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

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安全责任再压实、排查整改

再深入、大庆安保再落细，扎实有效做好安全稳定各

项工作，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在学深悟透中把握国之大者、落实好国之大

者，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要

不断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有机结合，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

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地统筹起来。要以村（社

区）换届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引导

基层党组织持续筑牢战斗堡垒。要坚守人民情怀，

一手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

手抓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始终

关心好、服务好、团结好少数民族同胞，促进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要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把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

德修好。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

意见》，审议了《綦江区2021年“两优一先”拟表彰对

象》。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把

讲政治、讲规范的要求贯穿组织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

识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既是从严要求、更是关心爱护，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自觉配合监督。

会议还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和

《重庆市1号总林长令》，审议了《重庆市綦江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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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6月16日，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传达

学习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专题会议精神，听取全区网信工作

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对

庆祝建党100周年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区委书记、区委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主任姜天波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成，区委

常委，区政府、区政协负责同志出

席。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区网信

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区

委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特

别是面对新冠疫情、脱贫攻坚、暴雨

洪灾、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等大战大

考，发挥优势、主动作为，不断完善

管网机制、增强治网能力、提升用网

水平、释放触网效能，为全区统筹发

展和安全贡献了重要力量。

会议强调，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

之年，做好网信工作意义特殊、责

任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

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

本单位网页、公众号等平台管理，

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政

治安全。要紧扣庆祝建党百年宣

传教育这一主线，进一步强化网上

重大主题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奋进“十四

五”、开启新征程的浓厚氛围。要

践行新发展理念，抢抓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建立健全政府与企业、网

上与网下、网络与网格统筹机制，

深度融合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

术，实施“互联网+城市”行动，切

实激发新动力，助推网信事业蓬勃

发展。

会议还审议了《2021年綦江区

网信工作要点》《綦江区网络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綦江区 2021 年网络

安全应急演练工作方案》等文件。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日前，綦江区北互通连接线建设工程，

B、D匝道T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该

连接线桥梁架设任务进入尾声。

据了解，綦江北互通区由五条匝道组

成，B匝道全长528.768米，全桥共4联，前三

联为40米预应力简支T梁，共50片；第四联

为30米混凝土连续箱梁，共3跨。其中1、3

号桥为混凝土连续箱梁，2号桥为40米预应

力简支T梁，共45片。目前，该工程T梁架

设任务已完成491片，占比74.3%，整体施工

完成产值75%。 通讯员 牛万乾 摄

北互通桥梁
架设近尾声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6月16日，市政府副市长李明清率

队来綦，督查指导防汛抗旱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

述，坚持防大汛抗大旱“两线作

战”，主动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政府副秘书长游贤勇，市水

利局局长张学锋，区委书记姜天

波，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成等参加。

李明清一行先后前往綦河三

江城区段堤防工程、区应急物资储

备库、古南水文站、菜坝社区虹桥

路等地，对我区防汛抗旱工作进行

实地调研。

在綦河三江城区段堤防工程，

李明清边走边看，要求相关部门、

街道负责人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一

手抓防汛、一手抓抗旱，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现场，李明清还要求

进一步强化暑期防溺水工作，加强

安全防范，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在

区应急物资储备库，李明清实地察

看各项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强

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而不备”原则，未雨绸缪做好防汛

抗旱各类物资储备，切实提高应急

保障能力。在古南水文站，李明清

通过看展板、听介绍，详细了解我

区主要河流及綦河流域洪水情况、

綦江防洪工程规划以及藻渡水库

工程项目概况，并观看了我区洪旱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演示。随

后，李明清还来到菜坝社区虹桥

路，察看水位标识设置，与沿街群

众亲切交流。

李明清在调研中指出，綦江防

汛工作历来备受关注。去年綦江

成功应对八十年一遇罕见洪水，创

造了抗洪救灾的经典案例，受到社

会各界肯定。今年防汛抗旱形势

依旧严峻复杂，我们要立足防大

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始终

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将防汛抗

旱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李明清强调，防汛抗旱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要把预警预报做得

更精准更及时更有效，气象、水利、

应急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密切

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变化，

提高监测精准度，第一时间将预警

信息告知基层、告知群众。要全面

排查安全隐患，特别是病险水库、

水利工程、城区易涝场所、地质灾

害点等区域，要拉网式、全覆盖排

查，做到心中有数，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整改。要做好应急应对准备，

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到方案要细

化、措施要管用，确保一旦发生汛

情、旱情快速应急响应。要坚持防

汛抗旱“两线作战”，在确保防汛安

全的前提下，科学调度蓄水保水，

为后期抗旱提供水源保障。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委、市

应急局、市气象局相关负责同志，

区领导施崇刚、蒲德洪，以及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政府副市长李明清来綦调研时强调

坚持防大汛抗大旱“两线作战”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