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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不懈奋斗，潼南完成了自
身的华丽嬗变。如今，潼南再次整装
出发，以改革为抓手，在改革开放大
潮的新端头，再次吹响了改革奋进的
号角，开始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力
前行。

实施国企集团化改革
聚资源促发展

国资国企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潼南区不断创
新机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
优做大国有企业，聚合资源，将分散
到各主管部门的原63家企业进行清
理整合，对26家空壳倒闭企业进行
注销关停，成立了工投、农投、城投、
旅投、水投、建工、担保、传媒8个商业
集团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资源优
势，使其成为潼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生力军”。
潼南工投集体成立后，聚合力量

加快水、电、气、通信、路网、标准厂
房、宿舍、食堂等园区基础配套、生活
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推进超市、学校、
医院、餐饮等入园，营造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吸引企业投资入驻。今年
1-10月，潼南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
值243.6亿元，同比增长26.8%；实现
销售收入 237.5 亿元，同比增长
27.2%，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成效。

在如今传统媒体旁边发展遭遇
瓶颈的情况下，潼南整合资源成立的
传媒集团，不仅做好了全媒体融合宣
传报道，打造了不少“爆款”媒体产
品，还立足自身优势，推动了“媒体+

培训”、“媒体+文创”、“媒体+节会”、
“媒体+电商”四大产业的发展。今年
1—10月，完成营收700万元，是原传
统媒体的数倍以上，实现了宣传效果
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试点“三变”改革
激发农村发展潜力和活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近年
来，潼南区围绕“五个振兴”要求，大
力推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改革，全面
激发了农村发展潜力和活力。

“我们积极推进了农村‘三变’改
革试点。”潼南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年3月，柏梓镇梅家村被确
定为全市“三变”改革试点村，该村以

“三变”改革为抓手，通过产权制度改
革，开展股份合作，鼓励农户以承包
地、资金入股为个人股，村集体则以
荒地、未发包地、山坪塘等入股为集
体股；农民以土地、资金入股合作社
后，签订“入股协议书”，变身合作社

“股东”，从而形成合作社、集体经济
组织、农户三者紧密联系的利益联结
机制。

目前，合作社共有股份10280.45
股、514.02 万元，入股农户 220 户
1250人，发展水果1020亩、中药材
50亩、蔬菜100亩、水产养殖40亩，
初步形成四大特色产业。与荷兰农
协、重百超市和区内部分学校食堂、
营销大户建立合作关系，进一步发挥

“订单农业”效益；在阿里巴巴、易田
电商平台建设2家网店，实现线上线
下两手抓、批发零售两不误，销售渠

道不断畅通。
同时，潼南区深入推进农业全程

社会化服务试点，大力培育社会化服
务主体，主动探索农机农艺融合技
术，试点采用旱地作物及萝卜深松整
地、青储收割、粮油全程机械化生产、
绿肥培植、轻简化播种、水肥一体化
喷施、宜机化地块整理整治等先进技
术。今年，在全区范围内对水稻、玉
米、油菜等粮油作物及特经类作物开
展实施全程社会化服务，惠及全区22
个镇街，下达面积18.5万余亩，极大
地提高了农业产业作业效率和产出
效益，为农户增收和产业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一个地方开放与否，营商环境是
重要的“试金石”。近年来，潼南区大

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力优化
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创业者
到潼南投资兴业。

“我们推出了一窗受理、一站式
审批、一套标准、一网通办、一流服务
的‘五个一’审批模式。”潼南区行政
服务大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解决
企业“审批难”的问题，潼南区按照

“只跑一处、只跑一次、原则上一天办
结、一次性告知、一网通办”的“五个
一”目标，大力精简审批事项。近年
来，全区对应取消审批项目79项，累
计减少行政审批事项208项，减少率
36.7%，并出台《规范》，承诺办结时间
压缩为法定时限的50%左右，进一步
提高办事效率。

同时，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并联审
批。探索“多评合一”、“多图联审”、

“区域评估”、“联合验收”等新模式，
将水、电、气、通信、环保、消防等审批
验收纳入并联审批和联合验收范

围。整合部门窗口，实行“一窗受
理”，由审批部门后台并联审批，在规
定时间完成内部运转，及时由综合受
理窗口出件，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
便、更快捷、更高效。

此外，潼南还大力推进审批服务
便民化。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为基础，完善全区网上行政审批系统
功能，完成区行政许可网上办事指南
标准化录入配置及发布工作，初步构
建形成“区—镇街—村（社区）”三级
联动政务服务网络体系。

这些措施的推出，让潼南的营商
环境进一步优化，使潼南成为一片投
资兴业的热土。据统计，今年，潼南
先后引进三一集团、大庆油田、杭州
数梦工场、埃斯顿机器人等知名企业
落户，储备项目 281 个，意向投资
1840.12亿元。

深化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
让群众生活更美满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医疗卫
生和教育事业都是百姓最为关心的
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潼南医疗
卫生和教育等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但离群众的需求还有距离。为
此，近年来，潼南区以满足群众需求
为根本目标，加快了医疗和教育体
制改革。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潼南
成立两大医疗集团，将全区22个镇卫
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分
院，划归以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为牵
头单位的两大医疗集团管理。

经过一年探索实践，这一方式
有效促进该区医疗卫生服务“人通、
医通、财通”：由牵头单位统筹管理
分院人员编制、职称职数、招聘培
训，实现“人通”。一年来下派分院
39人、上挂牵头单位8人，统筹招聘
21人，中、高级职称新增91人；由牵
头单位统一管理集团经费、建设物
资，提取分院年终结余建立“资金
池”，用于支持分院发展，实现“财
通”。建立质量控制中心10个，推行
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促进

“医通”。一年来双向转诊433人，其
中下转病人175人，增长46.31%，有
力地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
今年9月，潼南区被确定为全市医共
体“三通”建设试点区县之一。

与之相似的是，潼南在教育领
域的改革也是如火如荼。在职业教
育改革方面，潼南整合职教资源，优
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组建以教学研发、生产、经营为
一体的重庆市潼南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职业教育集团），围
绕“四个做大做强”培养专业人才，
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职业教育发
展。

“通过这些改革，潼南的医疗卫
生和教育事业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会更高，生
活也会更加美满。”潼南区相关负责
人说道。

潼南 以发展求赶超 为百姓谋幸福
40 年风雨兼程、40 年砥砺奋进，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原本边远落后
的潼南，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成渝城市
群腹心地带的一颗璀璨明珠。生态、
宜居、靓丽的现代化都市，持续兴旺的
一、二、三产业，百姓不断增强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无不昭示着 40
年来潼南“以发展求赶超、为百姓谋幸
福”的不懈努力。

“其实一条街”
变为生态宜居城

“以前潼南的样子，现在很多人
都想象不到。”家住潼南区江南城区
的杨虎禹今年63岁，作为一名老党
员和一名潼南城的老居民，说起原来
的县城，至今是记忆犹新。

“一条街上，最高的房子是三
层。”杨虎禹说，改革开放之初，潼南
县城是落后和破败的，从现在的角度
看，城市其实只有一条大街，而且也
不长，只有几公里，被人戏称为“其实
一条街”。

改革开放以来，潼南相继制定了
6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城市发展速
度越来越快、城市面貌也是日新月
异。1998年，潼南实施“县城东下北
移”，启动了江北新城和旧城的新建
和改造。近年来，更是向着40平方
公里的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迈进，

“一江两岸四大片”的城市发展框架
基本成型。

潼南城市的变迁不仅表现在城
区面积上，近年来，潼南大力完善城
市配套，区委党校、图书馆、体育馆、
妇幼保健院、中医院、涪江小学、潼南
实验中学等先后建成投用，滨江商
圈、隆鑫商圈相继投入使用，苏宁电
器、横店影城相继入驻，城市商贸更
加繁荣、品位明显提高。

同时，围绕花园城市、滨江城市、
田园城市的总体目标，潼南大力推进
城市品质提升，建设了人民公园、滨
江公园等一大批城市公园，构筑大佛

寺湿地公园等城景相融的景观。如
今，一座现代化的生态宜居城已在涪
江岸边傲然耸立。

六大产业集群
成为发展“排头兵”

过去的潼南，产业发展滞后，农
业是全县产业经济的支柱和命脉。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潼南产业
发展活力快速显现。

“不仅农业产业做大做强，潼南
成为西部绿色菜都，三产的融合发
展，让潼南农业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

是近年来，潼南大力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涌现出了柠檬、桑葚、玫瑰、油菜
花等一大批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全区
粮经比达到38：62，使得潼南成为重
庆和成都的“菜篮子”、“米袋子”、“后
花园”。

更让人激动的是，潼南原本孱弱
的工业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成为潼南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截至目前，潼南已先后引进和培
育万利来、民丰化工、中防德邦防水
材料、YOTA手机、埃斯顿机器人、迪
信通、大庆油田、汇达柠檬、与德通讯
等一大批重点和骨干企业，逐渐形成
了智能手机及智能终端产业、智能装
备及智能制造、天然气综合利用及精

细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绿色健康
品、大众消费品及特色轻工、环保科
技及新材料能源六大产业集群。

2018 年 1- 11 月，工业投资
61.34亿元、增长6.4%，规上工业产值
290.95亿元，、增长14.4%，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7.1%，成为渝西工业经济
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教育、医疗等历来是群众最为关
心的民生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潼南
着力聚焦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大力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医疗体
制改革，让群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首先是孩子们都能享受到优质
的教育资源了。”潼南区教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3年来，潼南区级财政先
后投入近50亿元，大力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从破旧瓦房到傲然挺立的花
园式学校、从低矮平房到巍然矗立的
现代化教学楼、从泥土飞扬的操场到
崭新敞亮的塑胶运动场，城乡学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不仅
更美了，各种办学条件也更好了，基
本实现了城乡办学条件的基本均衡。

同时，大力实施教师素质提升工
程。改革开放前，潼南多为代课教师

和民办教师，如今，不仅都是专职教
师，而且学历水平更高，教学质量不
可同日而语，让偏远农村学校的孩子
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此外，潼南区卫生事业快速发
展，区、镇、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健
全，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 417
家，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创“三甲”，
全区卫生技术人员达2989人。医疗
技术水平全面提高，大部分外科颅脑
手术，胸、腹部手术及骨科手术均能
在区内进行，培养出一批名医，创建
出一批特色专科，深入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
2018年，潼南区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78.26岁。

屹立改革开放潮头 潼南整装再出发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罐坝新农村 摄/李文勇

潼南小学

双坝蔬菜基地

崇龛油菜花海

康养潼南康养潼南 摄摄//田茂培田茂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