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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
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镜头一：5月19日，驰宇盐品公
司与清华大学签订技术开发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技术开发、高新产品研
发、节能环保、节能降耗等方面开展合
作。此次签约，标志着驰宇盐品向“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迈出了
实质性的关键一步，对于提高荣县盐
化工业发展水平，促进荣县工业经济
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镜头二：冬天的山王村云遮雾
绕，空气清新。铁厂镇山王村茶旅融
合观光园项目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
4.5公里干道连通穿山洞、茶园喷灌设
施启用、“三百块茶园”打造已初具成
形……这仅是荣县20万亩茶产业园
项目建设一景，2017年，荣县“一环两
廊十园区”农业产业格局初步形成，为
乡村振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镜头三：12月16日，总投资3亿
多元，卖场营业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
的全省首个县级沃尔玛购物广场盛大
开业。人头攒动的超市内，人声鼎沸，
采购商品的1万余名消费者将超市挤
得水泄不通。

这一年，荣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持续向好，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25 亿
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快于
全市、好于预期。工业经济焕发活力，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8 户，传统优势产
业总产值增速达 20%以上，盐业、医
药制造业均实现45%以上增长，被命
名中国（西部）陶都。现代农业质效齐
升，农业增加值保持全市第一，成功创
建省级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示范
县，代表四川跻身国家首批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第三产业稳步提
升，现代商贸服务、文旅产业等加快发
展，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和限上商贸企
业6户，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入驻荣县
并开业运营，大农和“六农对接”模式成
为全省农村电子商务典范。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增长27.6%，高于全市11个百
分点，贷存比高于全市6个百分点。

砥砺前行勇跨越昂首阔步新征程
2017奋进荣县镜头回放

时光匆匆，2017年转眼即过。
这一年，我们怀抱梦想，坚持信念；
这一年，我们奋发拼搏，硕果累累；
坚持、付出、努力，我们一直在路

上……
回眸2017，让我们感动一年的收

获：
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和日益复杂的竞合环境，荣县紧紧
围绕中央及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县
第十四次党代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宏
伟蓝图，撸起袖子加油干，斗志昂扬并
肩行，保持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良
好势头。

这一年，荣县聚焦最核心的问题，
全力以赴打好了一场项目投资的“突
击战”；聚焦最现实的问题，集中精力
打好了一场生态环境的“保卫战”；聚
焦最迫切的问题，持续用力打好了一
场脱贫奔康的“攻坚战”；聚焦最关键
的问题，齐心协力打好了一场安全稳
定的“阵地战”；聚焦最根本的问题，坚
定不移打好了一场正风肃纪的“持久
战”。

这一年，荣县代表四川跻身国家
首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被
命名为中国（西部）陶都，被新华网评
为中国绿色发展优秀城市，“田园荣
州·美丽乡约”“如来福城·如愿之旅”
等文旅品牌扬名省内外……

镜头一：9月20日，荣
县正式启动“两河四岸”（一
期一阶段）棚户区改造房屋
征收模拟签约工作。“我家
居住在棚户区几十年，现在
政府要给我们修新房子，我
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一说
起即将进行的棚改，附东街
社区居民吴明韬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

镜头二：6月27日，双
溪水库木船退出和渡口整
改工作全面完成，双溪水库
库区64只游览木船全部上
岸退出。借力中央、省市环
保督察的东风，荣县全面落
实“河长制”工作，关停畜禽
养殖场299户，扎实开展铁
腕治霾、扬尘治理、秸秆焚
烧等19个专项行动，为全
县人民守护绿水青山蓝天。

镜头三：龚必君是度
佳镇白坡村6组建档贫困
户。年久失修的土胚房，
坐落在交通不便的山坡
上，墙体有拳头大小的缝，

屋顶有透光的“天窗”，因
下雨漏水造成地面潮湿粘
脚。“政府补助我一部分，
我自己借、贷一部分，改造
成安全的房子，晚上睡在
屋里不怕掉瓦不怕洪水天
墙倒。”龚必君高兴地说。

荣县始终坚持把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努力使 70 万荣州
儿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这一年，荣县全年
民生支出 29 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68%；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
以内；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
8840 套，惠及群众 3.3 万
人；全县空气优良天数达
256 天，实现了从“尘土飞
扬”到“群众赞扬”。一项项
民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
事，如阵阵暖流，温暖着70
万荣州儿女，描画出一幅美
丽和谐的民生画卷。

镜头一：“城市形象就像一个家
庭的脸面，脏、乱、差的城市形象肯定
不是我们70万荣州儿女想要的。”6月
10日，在旭阳镇桂林街一冒口经营店
铺前，旭阳镇桂林街社区退休老党员
王大爷一边执勤一边向业主宣传城市
管理，“荣县的脸面要我们自己来挣，
荣县的城市形象要我们自己来树，荣
县的美好明天要我们自己来创。”

镜头二：10月28日，荣县“田园
荣州·美丽乡约”系列活动之墨林乡登
山旅游节活动举行。深秋的墨林乡吕
仙村有别样的风采，游客们攀登老君
山，俯瞰中国传统村落——吕仙村村
貌，吕仙崖、集生砦、狮子寨等一个个
古朴、奇特的景点映入眼帘，沧桑古朴
的古城遗址令游客感觉犹如穿越回到
了古代金戈铁马的战场。

镜头三：“以前大家都乱摆到街边
边上，感觉自己不摆就吃亏。”7月26
日，G348线城区段风雨桥附近的一名

经营业主说，“现在规范了挺好，城市靓
了，相信有更多的游客愿意来我们荣县
看大佛，荣县也会给游客留下好的印
象，我们的生意都会更好做的。”

这一年，荣县城乡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环境明显改善，
实现发展与生态携手奋进；乡村建设
如火如荼，实现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
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实现城市整体形
象和群众生活质量双提升。这一年，
城乡管理水平明显增强，“六乱”治理
扎实有效，G348线城区段东入口风貌
整治稳步推进，夜宵（市）摊点在全市
率先集中规范，县城区“脏乱差”现象
得到根本性转变；2 个“百镇建设行
动”试点镇扎实推进，建成 40 个幸福
美丽新村，墨林乡吕仙村成功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省级文明城市创建
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荣州儿女感受
到生活的舒心与惬意，纷纷为荣县城
乡建设的快速发展“点赞”。

镜头一：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荣县利用各行政村的小
喇叭，将党的十九大好声音传
播到广袤的农村大地、田间地
头。“最激动的就是听到习总
书记在报告中说，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鼎新镇党员邹光兴说，

“我流转了20多亩土地搞大
棚蔬菜，听到这里就像是吃了
定心丸，下一步我准备加大投
入、扩大规模，把我们西堰村
的蔬菜产业逐步做大做强。”

镜头二：8月29日，县
纪委联合县妇联组织各乡
镇、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配
偶80余人开展“树立好家
风·争做廉内助”警示教育活
动。参加警示教育活动的领
导干部配偶纷纷表示，今后
要充分发挥好家庭在推动预
防和抵制腐败体系建设中的
特殊作用，当好“廉内助”，弘
扬廉政新风，筑牢反腐倡廉
思想道德防线。

过去的一年，荣县扎
实开展党的理论、路线、方
针宣讲宣传活动，强化领
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党
员干部教育，推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四个意识”更加稳固；
多形式、全覆盖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全县掀起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热潮；圆满完成县、乡、村
三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村（社区）第一书记全覆
盖，干部专业素质“提升
年”扎实推进；充分发挥巡
察“利剑”作用，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严查
各类腐败问题，加大对发
生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推
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有效机制，巩固发
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百舸争流，破浪者领

航；千帆竞发，奋勇者当
先。回眸 2017，我们收获
颇丰，展望2018，我们信心
百倍，让我们携起手来，为
建设全省农业农村改革示
范区、成渝经济产业配套
示范区、川南文旅融合示
范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
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

华 西 城 市 读 本 记
者 曹实秋

共建共享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从严从实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镜头一：“我把家里的承包地和荒
地全部入股了土地专合社，自己不仅搞
种植卖了5万元，年底每亩地还分红
100元。这个土地股份专合社对我们
农民的帮助很大。”谈及土地流转新方
式——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复兴乡土
地股份专合社社员曾孟庸高兴地说。

镜头二：10月25日，荣县面向全国
招引高端人才面谈会举行，对6位急需紧缺
专业高层次人才进行面谈。这是荣县首次
采取“3+N”模式招引博士硕士等高端紧缺
人才，体现了荣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决心、
努力为人才提供良好发展平台的态度。

镜头三：8月 28日，省委改革办
调研组一行到双石镇蔡家堰村调研荣
县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标准化试点
工作开展情况后，给予高度肯定，并希
望荣县逐步建成“设施配套、资源整
合、功能完善、管理有序、服务到位、保
障有力、村民满意”的村级公共服务体
系，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

深化改革没有休止符，这一年，
荣县农业农村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
进展有序，“智汇荣州·三百行动”

“田园人才孵化器”等引智引才培育
工作，让更多人才汇聚荣县、扎根荣
县；首创的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

“35186”工作法成为省级地方标准，
“533”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获得省领
导肯定。

开放创新寻求新出路，这一年，
荣县新签约重大项目 27 个，到位市
外资金 120 亿元，融入成渝、配套成
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与西南财经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实现县校合
作。荣县深入推进双创工作，获得国
家级专利 60 件，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15项，科技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 52%，培育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6
家，大农和创新团队成功入选全省

“千人计划”。

宜居宜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改革创新发展动能不断集聚

工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

小井沟水库实现初期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