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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延链转型
多个项目已初具成效

近日，资中凤凰岭工业园
区内的中建材（内江）玻璃高新
技术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

“这里是刚刚建成的二期
项目，主要是进行镀膜玻璃深
加工。”负责人贺强告诉记者，
目前一二期项目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据了解，中建材（内江）
玻璃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是由中国建材集

团所属凯盛科技集团和中国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共同投资
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

今年来，资中县实施工业
延链转型行动，围绕建设以新
型干法水泥、多功能玻璃门窗、
新型建材和装配式建筑为重
点，推进成渝经济区新型建材
基地县建设。

目前，中建材三期镀膜产
品深加工项目预计年底投入试
生产，四期西南研发交易展示
中心建设方案已审定、前期工
作正抓紧推进，五期TCO项目
前期工作已启动。

同时，资中县围绕建设以
食用酒精生产及其产业链延伸
为重点的基酒生产大县，完成沙
淇年产10万吨优质食用酒精项
目节能改造、环保升级、污水处
理站建设和银山鸿展技改项目。

此外，该县建设配套成渝

创新创业平台，在资中经开区
打造“回家工程”创新创业孵化
园，已入驻机械汽配企业5户，
待入驻企业6户。

发展旅游
打造“一谷二带三心四区”

资中县委、县政府表示，要
以时不我待的政治责任感、勇
于担当的实际行动来推进一个
一个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传递出强有力的项目推进
声音。

目前，旅游区以“1234”为
建设目标，打造“一谷二带三心
四区”。一谷：资州大峡谷；二
带：鱼溪乡村风情带，麻柳溪湿
地风光带；三心：响水滩旅游接
待中心、天池休闲垂钓中心、团
鱼口温泉休闲度假中心；四区：
世外坡采摘区、元元童乐区、鱼
溪花乐区、果蔬仓储区。

近日，记者来到资中鱼溪

镇双联村，由返乡人士崔建明
投资建设的响水滩生态农业休
闲体验区已吸引不少周边游客
观光。

据了解，响水滩生态农业
休闲体验区已完成投资 6000
万元，完成绿色生态采摘园果
树种植和度膜1500亩，种植花
卉 500 亩，建成绿色生态水循
环野生甲鱼基地60亩、峡谷养
生 游 步 道 3 千 米 ，公 路 黑 化
5000 米，完成峡谷瀑布、旅游
生态停车场、观景廊桥、景区餐
厅、亲子厨房、农产品展示区、
3D 墙绘风貌改造等基础设施
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周边 6
个乡村发展旅游，为沿线村民
创造5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直接受益群众超过 2 万人，成
为资中的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
名片。

农业强县
资中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今年，资中县实施农业产
业提升行动，出台《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农业大县
向农业强县转变的决定》，推进
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资
中县践行规划先行理念，成立农
业农村规划委员会，统筹规划全
县农业产业布局、基础设施、村
容村貌、公共服务、绿色生态等。

目前，中建材天府智慧农
业生态园一期项目开工，“内江
黑猪”祖代场和34个养殖单元
加快建设。万亩血橙农业主题
公园标准化种植血橙 6000 余
亩，“资中血橙”获省优质品牌农
产品殊荣。资中县委、县政府表
示，要以项目的包装生成、落地
快推来构建丘区经济大县新支
撑、增添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

按照“编制大规划、建设大
生态、构建大骨架、培育大景
区、催生新业态、形成新支撑”
的思路，资中县把以水美城项
目与城市发展规划有机衔接起
来，以江为中心，积极做好沱江
两岸景观打造，以城为核心，不
断推进城市周边发展建设。

通过城市市政道路建设和
乡村道路体系连通、河库联网
以及县域内其他河流、水库、流
域治理和开发利用，发展以水
资源为基础的新业态，资中县
倾力打造亲水、生态、文化、休
闲的宜居宜业城市。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伍
雪梅 实习生 黄莹莹）“我这腿
脚时常疼，听说今天医生、专家
亲自下乡给我们看病，我就赶
了个早先过来瞧瞧。”9月20日
上午，记者来到宜宾市屏山县
鸭池乡政府，院子里已经站满
了前来看病的村民。此次宜宾
市政协医卫界别小组“我为扶
贫攻坚做件事”巡回医疗屏山
行活动为屏山县鸭池乡的村民
们带来了健康的“问候”。

据宜宾市卫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我为扶贫做件

事”主题活动由省政协今年首
次提出，宜宾市政协医卫界别
小组部分成员、宜宾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宜宾市卫生
计生系统共产党员专家服务
团、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同
携手赴屏山县鸭池乡进行现场
诊疗，为村民们上门送“健康”。

“考虑到很多贫困户受经
济条件、腿 脚 不 便 等 因 素 限
制，方便村民们有病就医，便
组织了一部分专家志愿者前
来屏山义诊。”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巡回医疗活动向村

民们提供义诊、专家查房、专
家讲座、专家送医药上门等服
务。

“您这个要到神经科去看
看，您向右边走就能看到了。”

“您头疼多久了？我先来给您
按一按。”义诊现场，医生、专家
们细心询问病情，认真记录，将
药品送到村民们手上。越红村
78 岁的杨立珍老人患有高血
压、骨质增生，脑血管意外致长
期卧床，家里劳动力少，收入微
薄，医疗巡回活动组织专家送
医药上门服务。“老人家，这种

长期卧病在床的情况平时要多
帮她翻翻身，活动活动，这些
药品一部分是老人家的，一部
分是针对一些伤风感冒的，家
里其他人有需要也可以服用
……”在这名老人的家里，医
生替老人检查病情，耐心向家
属讲解注意事项。

据了解，此活动下月还将
在宜宾县高场镇举办，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让村民们树立有病
立即就医的观念，让有病的人得
到及时地诊疗，帮助因病致贫的
家庭早日摆脱疾病和贫困。

Jr.NBA校园篮球
走进宜宾县二中

9 月 19 日，宜宾县二
中迎来了 Jr。NBA 篮球
进校园活动。四川省教
育厅体卫处副处长刘世
明、川师大体育学院副院
长颜海波、NBA中国青少
年发展总监赵海龙等参
加了本次活动。

下午3：00，在宜宾县
二中崭新的塑胶篮球场，
首先由该校教师叶春蕤
执 教 体 育 示 范 课 ——

《行进间运球》。接着，
美 国 NBA 教 练 Jade 献
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体
育 观 摩 课 ——《原 地 运
球》。随后 Jade 还组织
同学们开展了趣味十足
的篮球活动。

课后，双方就校园篮
球活动进行了交流。宜
宾县二中校长徐同烈介
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及
篮球特色发展情况，省教
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刘
世明表示，鉴于宜宾县二
中篮球运动丰富多彩，今
年又荣获“全国校园篮球
特色学校”称号和“全国
校园篮球技巧挑战赛最
佳组织奖”，为了将县二
中篮球经验推向全省甚
至全国，明年全省篮球协
会 现 场 会 拟 于 该 校 召
开。 （彭波）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引导
党员干部勤学、善思、笃行，进
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内江
高新区通过“三个创新”，打造

“学习型”党组织。
创新载体，构筑学习新平

台。高新区投资十余万元，建
设综合图书室，采购职工推荐
图书 5000 余本，，形成了新书
新读、常读常新的良好局面。

另外，充分利用高新区网站、
宣传展架、LED 显示屏和触
控一体机、工作 QQ 群、微信
群、超级信使、OA 办公系统
等载体，定期推送书目，不断
拓展机关党员干部读书学习
的渠道和方式。同时定期办
刊物，搞活动。已印发《内江
高新区简报》53 期、《创客之
家》22 期。

创新方式，探索学习巧途
径。首先是办好“微课堂”。每

名干部职工每年至少上台讲一
次10分钟的“微党课”，以责任
促学习，以学习促提高。其次
增强吸引力。通过举办读书沙
龙、征文活动、摄影比赛等方
法，激发党员干部的读书兴趣，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最后
是统筹选派干部职工接受培训
教育。

创新机制，破解学习老难
题。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党规、
党章、系列讲话等，带头讲党

课，在全区营造人人向学的浓
厚学习氛围。其次严格执行

“考学”制度，将考试成绩作
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在
全 区 干 部 党 员 中 牢 固 树 立

“终身学习”的观念。同时利
用新党群活动中心建设的机
会 ，结 合 党 员 干 部“ 四 讲 四
有”要求和示范品牌创建要
求，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大讨
论，营造“高新先锋，服务高
新”的机关文化氛围。

宜宾巡回医疗义诊
送健康上门服务引村民称赞

资中：发展提速增效项目落地开花
“锁定目标任务，及时协调

解决好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早见效。”

“明确责任，倒排工期，确
保各重点项目在短期内有新进
展、新形象、新效果。”

……
今年 6 月 30 日，内江资中

县委召开十四届四次全会，作
出了构建丘区经济大县新支
撑、增添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
的决定。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抓投资、抓民生。今年来，资中
县聚焦“项目年”部署要求，强
力推进 2 个省级重点项目、27
个市级重点项目和 50 个县级
重点项目。

内江高新区“三个创新”打造学习型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