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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回放
1000余名文明劝导志愿者走上街

头，引导市民文明出行，被评为市级创建
示范点。

以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公民道德规
范、公共文明礼仪、自贡文明市民规范等
为主要内容，编印《市民手册》12万份，发
放给广大市民。

清明节期间，全区发动1.6万多人次
参与祭英烈活动，其中网上祭英烈 6000
多人次。

朱建平家庭被评为四川省文明家
庭，珍珠寺王氏家族家规入选天府好家
规50强。

首届自流井区道德模范颁奖典礼
等大型文艺活动，对 9名道德模范，10
名身边好人，5名公益志愿之星集体，10
名公益志愿之星个人进行了集中表扬。

新闻解读
2017年，自流井区充分发挥作为全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战场和排头兵的
作用，全力以赴推进“三创联动”，累计投
入资金3.22亿元，承担全市创文迎检任
务60%以上。

深化文明交通、公民道德建设、开展
志愿服务、“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2017年，自流井区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得到了全区老百姓的“点赞”
和积极参与。2017年6月29日，举办“站

在红旗下——自流井区庆祝建党96周年
主题朗诵诗会”；9月21日晚，举办“旗帜
——自流井区纪念卢德铭烈士牺牲90周
年文艺晚会”；这两场活动，成为2017年
自流井区“三创联动”的点睛之笔。

同时，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创新打造“德铭讲堂”特
色品牌，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到井冈山、红
旗渠轮训，实现党性锻炼恒久化。举办首
届自流井区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等大型文
艺活动，选树先进典型，弘扬新风正气，获
得各界广泛好评。对9名道德模范，10名
身边好人，5名公益志愿之星集体，10名
公益志愿之星个人进行了集中表扬。

另外，还积极开展文明家庭申报活
动，朱建平家庭被评为四川省文明家庭，
珍珠寺王氏家族家规入选天府好家规
50强。大力加强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
开展美德少年评选活动，评选出市级美
德少年4名，区级美德少年20名。

由一个个活动和文明细节拼成的
“三创联动”，打响了自流井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主战役。宽阔整洁的街道，
满目苍翠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的居民小
区，井然有序的集贸市场，快捷便利的交
通，越来越文明的城市面貌，充满幸福感
的无数面孔，千千万万个剪影让自流井
区变得更加美丽、文明。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加快推动全域发展
2017年自流井区交出满意“成绩单”

2017 年，自贡
市自流井区向全区
人民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成绩单”。这
一年，自流井区经
济发展欣欣向荣、
百姓生活幸福美
满、城市面貌更加
文明，整个社会发
展迈上了快车道。
三大片区破局起
步，三大中心基本
成形，加快推动全
域发展，决胜全面
小康、再现井盐之
都辉煌站上新的历
史起点，自贡最老
城区燃起新希望。

2018 年，自流
井区将以一连串的
数字，来表达即将
实现的愿景：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0%，规模以上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3.0%，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10.5%，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20%，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0%。
围 绕 以 上 目

标，自流井区将大
力实施文化名城
复兴、一带一路开
放 、乡 村 振 兴 创
新 、全 域 环 境 治
理 、现 代 社 会 共
建、党建引领示范
等“六大工程”，立
足“三大片区”建
设，加快实现“统
筹城乡示范区、绿
色发展典范区”的
建设目标。

数据回放
1月16日，自流井区与

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
化译研网共同签署“华灯
耀丝路”合作协议，通过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
节点城市举办“中华彩灯+
世界语言”巡展，在不同国
家用不同语言点亮中华彩
灯，讲述中国故事、弘扬民
族文化。

4 月 13 日，“四川自贡
工业专题暨自流井区招商
引资推介会”在广西南宁举
行，自流井区政府与银隆投
资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现
场签约，总投资152亿元。

5 月 7 日，自贡全国老
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范
区·自流井杭州投资促进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杭州
举行。自流井区与传化集
团有限公司等 8家客商签
约，总投资137亿元。

7月15日下午，全国老
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范
区·自贡市自流井区投资
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
北京举行。现场签约项目
7个，投资总额达135亿元。

9月15日，第二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
品展在成都开幕。在此
期间，自流井区到成都开
展精准招商，签下多个大
单，项目投资总额达 60.65
亿元。

12 月 7 日，“千年盐都
盐泽天下”自贡首届国际
盐产业博览会暨井盐文化
节开幕式，在自流井区综
合物流园区举行。这也
是中国大西南地区首次
举办盐产业博览会。来
自海内外的盐商齐聚盐
博会，117个展位汇聚了
98家中外盐商。当天签约
项目共计 28个，总投资额
达172.8亿元。

新闻解读
这一年，自流井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外出
招商 60 余次，积极举办招
商推介会、对外开放发布
会，在北京、广西南宁、浙
江杭州等地举办专题招商
推介会，积极参加市委、市
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组织
的广州、厦门、香港等境内
外招商推介会，结合自流
井区地方特色，拓展招商
渠道，精准招商。

截至目前，已成功对接
远成物流、中国盐业、北京
吉奥等行业龙头企业，“一
带一路”川南对外开放服务
中心、传化公路港、远成物
流智慧城、农业嘉年华等一
批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的
项目签约落地。全年到位
市外资金163亿元，形成固
定资产类投资 73 亿元；签
约项目35个，其中10亿元
以上项目9个，招商引资的
质量和数量取得历史性突
破。2017 年，自流井区省
市重大项目个数、总投资、
年度投资均居区县第一。

这一年，自流井区地区
生产总值保持 6%以上增
速，稳中求进态势明显。在
投资强度达 1.02 亿元/平
方公里的情况下，全年固定
资产投资保持20%以上的
增速。服务业增长高于全
市平均增速，三季度增长达
10.9%，创近三年来最高增
速。建筑业产值占全市
50%，是全市唯一的百亿区
县，超额完成任务且为全市
建筑业增长贡献明显。

这一组漂亮的数据，
离不开招商引资为经济“输
血”的贡献。作为自贡市最
老城区，同时也是经济最为
繁盛的主城区，自流井区不
断优化投资环境，强化跟踪
服务，有了“金窝窝”，终于
引来了“金凤凰”。

招商引资为经济“输血”
招引质数取得历史性突破

数据回放
2017 年，自流井区自加压力、自力

更生，两个攻坚（脱贫和棚改）走在全市
前列。

1005户贫困户获得产业扶贫项目
或在龙头企业、专合社务工就业。

405户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入
股龙头企业，平均增收2840元/户/年。

全区贫困人口医保政策按每人 350
元进行兜底，保障标准全市最高。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增幅达 40%，乡
镇、村户均扶贫工作经费全市第一，人均
投入率全市第一。

新闻解读
2017年，自流井区提前四个月完成

年度 862 名贫困人口脱贫任务，脱贫率

100%。去年以来，该区建立包村帮扶机
制，38名镇、村干部联系42个村119户贫
困户，一对一上门做好再评议回访工作，12
名“再评议”领导小组成员不定期下基层随
机走访，了解脱贫真实情况，42名驻村第一
书记发挥年轻人有想法、懂网络、有技术的
优势，帮助更多贫困户创收致富。

这一年，自流井区的两个攻坚——
脱贫和棚改，都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在全
市名列前茅。全面启动“五十百千万”民
生工程，全市首创自主购安，大力推行模
拟征收，共启动棚改项目21 个，棚改签
约14000余户，完成安置房建设7万㎡，
争取国开行等政策资金23.7亿元，签约
户数、拆除面积、推进速度、资金使用量
均全市第一。

“三创联动”创新品牌
成全市创文迎检主战场

棚改脱贫改善民生
创新模式实现100%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