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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负责人访谈·大足区

最近，住建部公示全国
第二批 276 个特色小镇名
单，我市共有9个镇入选，大
足区龙水镇上榜；在国务院
第三次大督查中，大足区强
化企业服务、促进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等两项工作获国
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作为全市统筹城乡发
展的主战场之一，大足将如
何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对大足
区委副书记、区长卢勇进行
了专访。

大足区委副书记、区长卢勇：

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美丽幸福大足
本报记者 周尤

践行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重庆日报：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大足有哪些举措推动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卢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就
是要积极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
为。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我们
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新发展
理念。具体讲，就是瞄准一个总体目标，抓好6
项工作。一个总体目标，即加快建设美丽大足
幸福大足，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
益。6项工作：一是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提
升区域创新能力；二是以产业园区为平台，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三是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
动计划为核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四是以环
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为重点，推进绿色发展；五
是以大足石刻保护、传承和运用为抓手，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六是以需求为导向，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

重庆日报：作为全市统筹城乡发展的主战

场之一，大足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

卢勇：我区将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着力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计划、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统筹
城乡发展步伐，让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

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是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其落脚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当前，我
们正认真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重点抓
好3项工作：第一，抓农村改革。改革的具体内
容可用“四个三”来概括，一是大力推进农村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
革；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三是大力统筹农村土地
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3项改
革试点；四是大力推进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
构、农民合作社“三位一体”促三农改革。“四个
三”的改革要做到融会贯通、统筹兼顾、共同发
力，激活“人、地、钱”，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第二，抓基础设施建设。统筹

推进农村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环保等基础
设施建设，抓好事关全局的成渝中线高铁、潼
大荣高速路、大足至内江高速路以及渝西水资
源配套工程建设，建设“四好农村路”。第三，
抓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我们将全力推进河长
制，进一步加强河湖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以及完善农村
垃圾处理机制，实现乡村让城市人更向往。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重庆日报：众所周知，大足五金已有千年
历史，闻名遐迩。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大足
怎样践行新发展理念？

卢勇：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我区的
五金产业仍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不少企业
已经走上了智能化改造之路，比如大足工业园
区的凯罗尔机械配件公司，就率先引进了全自
动化的汽油机缸盖配件生产线，只需要一个人
操作。在以前，这样的生产线，需要4个工人同
时工作才能完成。智能化改造后，不仅节约了
人力资源成本，也降低了产品不合格率，实现
质量效益双增长。

我区结合实际，通过深化“三创一强”（引

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坚定不移推进机器换
人和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打造一批智能车
间、智能工厂和智能化生产线。除了凯罗尔，
还有新炬鑫、邓家刀、杰利来等一大批企业进
行了技术革新，积极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借
助智能化改造，开启了发展新天地。目前，大
足区已累计完成了80%老式车床自动化改造，
推广引进自动送料机、焊接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等先进设备200多套。

发展智能产业方面，我们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瞄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不断拓展和
延伸智能产业链条，成功引进罗博泰尔、承锋
等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21家。此外，我们还
积极加快推进智能化进程，抓好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智能化在政府
管理、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应用服务。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重庆日报：“四风”问题是群众十分关心的
问题。大足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取得
了较好成效。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卢勇：去年5月，我区在区农委、区民政局
试点推行“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报告制度”，
取得初步成效；10月，这项制度正式在全区31
个单位推行。根据制度要求，凡是与涉权事项
相关的党员干部，都需要及时、如实申报本人
及亲属基本情况和亲属享受惠民资金（承接项
目）的情况。这项制度较好地管住了“小微权
力”，从源头上遏制了“微腐败”。

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一是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切实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四个自信”。二
是全面落实“二十字”好干部标准，着力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三是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加强村务公开平台建设，纵深推
进“大足区基层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报告制
度”，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大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2017年底，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害
治理工程（一期）通过竣工验收，“闭关”两年
多的世界最大石雕半身卧佛再次开放，吸引
了众多游客。这项试验性工程的顺利竣工，
为中国石窟及石刻类水害治理提供了成功
范例。

“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文化的一座丰
碑，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高
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5万尊造像遍布大
足山山水水，尤以‘五山一塔’为代表，影响
十分深远。”大足区委副书记、区长卢勇感
概：“大足人民珍爱大足石刻，像爱护自己的
生命一样。”

参观过大足石刻的游客，相信对金光熠
熠、神态端庄的千手观音印象深刻。从2008
年起，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合作，集聚
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千手观音造像抢
救性保护工程，历时8年完成修复。随后，又实
施了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保护修缮等重大工
程，在全国石质文物保护工作中走在前列。

在为造像进行“治病疗伤”的同时，大足
还建立了人防、物防、技防为一体的全天候防
护体系，确保大足石刻不遭到任何人为破坏。

“大足石刻集儒释道‘三教’造像艺术精
华，蕴含的文化博大精深，堪称一座富矿。”
卢勇说，大足区深入挖掘和传承大足石刻文
化内涵，大力弘扬石刻文化中蕴含的“开山
化石、励志图新”的开拓创新精神，“忠孝、诚
信、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坚韧不拔、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
精神相融合。“现在，大足石刻研究院还建立
了博士后工作站，与有关大学合作，招收大
足石刻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加强大足石
刻的科研工作。”

“最近，央视有一档文博探索节目《国家
宝藏》十分受观众追捧，节目的宗旨就是‘让
国宝活起来’。”卢勇表示，大足区也在竭尽
所能“让石刻活起来”。

据了解，今年大足区将依托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文创产业，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
开展“四个一百”活动。卢勇进一步解释说：

“‘四个一百’活动即举办百次展览、组织百
场讲座、向百个图书馆赠书、拍摄百集微视
频。“2018年，我们将在大足石刻巡回展走进
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基础上，走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扩大影响力。让
更多人体会到大足石刻的魅力，让更多人喜
欢上大足石刻。”

大足 让石刻活起来
本报记者 周尤

位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龙水湖的国家五星级温泉——龙水湖旅游度假区温泉水世界。
（大足区委宣传部供图）

主办 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重庆日报

张灯结彩迎新春

2018 年春节，是党的十

九大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为

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在各商

圈、窗口地带及主要干道等

地精心布置了迎春灯饰，迎

接新时代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到来。为此，市城管委联合

本报推出“城市管理绣出美

好生活——张灯结彩迎新

春”栏目，展现浓浓的年味和

美丽山城新气象。

水幕耀夜空，华灯放异彩，两岸串明月，一
江照影来。

狗年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近，不少市民已然
发现万州的夜景灯饰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提
升：音乐广场水幕电影万众瞩目，长江二桥如
长虹卧波，北滨大道二段、三段沿江夜景灯饰
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以“山水万州、流连夜色”为主题，春节期
间，万州区通过“显山、露水、品城”的夜景打造
策略，重点构架“一江、两岸、六桥、多点”夜间
景观，充分依托建筑、桥体、驳岸、广场、绿地等
载体，打造万州魅力江岸城市夜景，让城市平
添浓浓年味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遥望北滨大道二段、
三段滨江岸线，驳岸、植物、桥体、建筑等载体
在夜景照明的装点下，光色统一，层次分明，明
暗有序。节日模式下，首排植物照明通过缓慢
流水般的色彩变化，与桥体照明动态变化效果
相互呼应，为整体夜景表现增添了更多的活
力，美轮美奂，璀璨缤纷。

万州长江二桥是一座特大型子母塔悬索
桥，造型非常优美。万州区城市管理部门根据
桥体结构特点，着重对桥梁的拉锁、桥墩进行
表现，让每根悬索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远看
像架起的一条金色的空中走廊。

北山音乐广场的音乐喷泉一直是万州市民
的心头之爱，如今，这里更增添了渝东北首个水
幕电影，灯光结合水幕电影，可在夜间对巴渝文
化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进行展示。

在北滨大道核心区段，还有万州独有的黄
桷兰灯。这是中科院光环境设计研究所专门
为万州设计的，以西南独有的黄桷兰为造型，
其造型优美大方，兼顾装饰与功能照明需求，
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是万州城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不断提升城市品质，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走进新时代，万州区将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围绕滨水宜居旅游城市建设总体目标，走
高质量的城市管理之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璀璨华灯映 全面小康有奔头

张锋 王露
图片由万州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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