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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录，你的
复合肥送到了，直
接送地里吗？”2月
22日下午2点，璧
山区璧泉街道虎峰
社区三组的公路
边，农资配送员娄
宇胜用手机与农民
朱成录对接。

“我就在地里，你直接送到这里来吧，我马上就要用，
我就在你右边不远的地里。”在距公路不远的一片枇杷园
地里，一位40来岁的农民接着电话。

“好，我看见你了，马上给你送过来。”娄宇胜放下电
话，从一辆长安小货运车上，搬下10袋复合肥，然后又扛
到朱成录的枇杷园里。

签收好肥料后，朱成录就开始用锄头，在已开始绽放
花蕾的每棵枇杷树下30来公分远的地方，挖下一个小坑，
然后将复合肥施进去，又用泥土将肥料覆盖好。

“我上午给他们打了电话，需要250公斤复合肥，他
们就说下午2点左右送到。”朱成录说，“今年购买春耕
农用物资真方便，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直接送到田坎
上。”

朱成录说，他家有2亩多地的枇杷和柿子果园，每年
需要上千斤的化肥，还有农药。以前，都是自己到农资商
店去买。可今年，在区里和街道农业部门的组织下，可以
用电话订购，然后由配送员直接送到田坎上。

“这方法不但再不让我们跑路，还可以用多少就打电
话送多少，不用占用资金提前买来放在家里。”朱成录说。

“老朱，你订的送完了，下次需要时就再打电话哈。”娄
宇胜把10袋、总共250斤复合肥扛到朱成录果园的田坎
上。

“你今天送了多少家呢？”重庆日报记者向娄宇胜问
道。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上午送了5家，下午还有
几家。可能要到天黑才送得完。”

娄宇胜是璧山劲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农资配
送员，他说，公司有像他这样的专职配送员3名。从大年
初五就开始为村民配送化肥、农药、地膜等农用物资，天天
都是这样忙，最多的一天为20多户村民配送了农用物资。

“农民用电话订购，农资配送人员直接将农资送到田
坎或农民家中，这是我们今年在春耕生产中推出的一项便
民服务措施。”璧山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说，这是考虑到如今
在家里种地的多是老年人和妇女，自己到农资销售点购买
不方便，因而组织农资销售人员推出这一服务。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满足今年春耕生产的需求，区
农资部门已存储了化肥、农药、种子等各类农资16000
多吨，在全区设立了128个销售网点，并配备了专业农
资配送员100多名，公布了农资销售网点的电话，保证
了农民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及时将所需要的农资送到
田坎上。

农民一个电话 农资送到田坎
本报记者 罗成友 通讯员 连宏宇

配送人员将化肥送到村民家中。
通讯员 连宏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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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针对春节后企业复产复工和返程
客流进入高峰期的情况，全市应急系统
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
重点，一手抓机构改革，一手抓企业复
产复工，扎实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当前，市应急管理局各级各部门严
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应急管理防灾
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健全
完善调协配合及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切
实做到“打早打小”。强化执法检查，督
促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
煤矿、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节
后复产复工安全关。对年度重点工作
进行研究制定具体方案，确保各项部署
落地见效，为全面推进机构改革顺利进
行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北碚：调研应急部门机构改革

近日，北碚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一行到区应急管理局，调
研指导应急管理机构改革推进情况。

相关负责人提出：要尽快落实“三
定”方案，使全区应急管理工作科学化、
高效化运转；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团结协作，形成合力；要做到
抓机构改革和抓节后企业复产复工“两
不误、两促进”；要做到有效防范生产安
全和自然灾害事故；对安全生产工作要
按照责任分工，抓纲带目、区分轻重缓
急，切实抓好重点工作任务落实；要认
真负责抓落实，强化主办单位的主体责

任、牵头单位的协调责任、相关单位的
实施责任，列出清单，制定施工图，设定
阶段性目标，扎实有序推进；要突出重
点抓落实，围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紧紧抓住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
制度和重点措施，科学合理安排；要摸
准基本情况、短板弱项弄清，抓住关键
点，找准突破口，以严实作风和创新办
法抓出实效；要更加有力有序有效应对
灾害事故，为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
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云阳：机构改革开创新局面

近日，云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先后到县应急管理局及消防大队调
研机构改革工作，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市委、市政府对应急管理防灾减
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加强、优化、统筹全县应急能力建
设，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
的全县应急能力体系，推动形成统一指
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
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完善安全生产、自然
灾害防抗救责任制，坚决防范和遏制重
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故。

要抓紧与职责划转单位对接，及时
研究解决转录的具体问题，按照“先转
录，后确认”的原则，严格落实编制划转
和人员划转，确保工作不出现“空挡期”。

要尽快明确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防抗救的职能职责边界和范围，提请县
委编办牵头，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林
业、消防等部门协商确定。

要努力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能
力，推动县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同
时，要积极推动应急管理科普宣传进学
校、基层、农村、家庭、公共场所等地方。

要打造好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
经得住各种考验的队伍，增强履职能
力，懂得辨风险、防风险，懂应急、会应
急、能应急，勇于抗风险、化危机，全面
建设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的应急救援队伍。

武隆：严把节后复工复产验收关

武隆区严把节后复工复产验收关，
要求当前必须从严格责任落实、强化措
施到位、狠抓宣传培训、突出工作重点、
压实应急管理，转变工作作风六个方面
抓紧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要严格把握非煤矿山、建筑工地等
节后复工复产，落实现场安全综合监
管，对未能达标且在限定期内经整改不
能达标的，一律不予复工复产。要建立
健全非煤矿山、建筑工地等复工复产验
收责任制，坚决杜绝粗放验收、糊涂验
收、违规审批和降低标准审批复工复产
行为，坚决禁止非法、违法和违规强行
复工复产行为。对其违纪、违规、违法
擅自审批和复工复产者，将报区政府、
区监委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将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大足：部署近期应急管理工作

近日，大足区主要负责人调研并安
排部署区应急管理工作，强调要以控大
事故、防大灾害为核心目标，努力构建
城乡一体、协同有效的安全生产与自然
灾害防治工作体系。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压紧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
要广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大执法，大排查要做到全覆盖、高频
次、高标准，大整治要做到立查立整，不
整改不放过，大执法要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要切实加强应急救援和机制
建设，做到信息准、响应快、指挥灵、调
度顺；要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确保
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要强化应急
救援物资装备保障，做到有备无患。

忠县：切实做好节后复产复工

忠县要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做
好节后复产复工安全监管，确保全县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针对节后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各
部门、镇街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加强开展节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
风险隐患整治，严格按照程序和要求认
真进行验收，切实做好复工复产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非煤矿山、建筑施工、特
种设备、粉尘涉爆、有限空间等重点行
业以及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

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全员安全岗位责任制，
把好安全条件检查验收关。所有停产、
停工的企业在复产复工前，都必须对安
全条件、安全设施进行全面、彻底地自
查，排查整治事故隐患，确保达到复产
复工安全条件。

垫江：严把企业复工关

针对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有限空
间等重点行业，节后企业复产复工，垫
江县通过严把教育培训关、自查整改
关、现场验收关等举措，严把复产复工
验收关。

对现场验收，相关主管部门联合企
业属地乡镇街成立复产复工验收工作
领导小组，邀请第三方专家参与，分类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验收程序，严格验
收标准，按照“谁验收谁负责、谁签字谁
负责”原则，做到成熟一个、验收一个、
合格一个、复产一个，不走过场。凡是
对发现的问题未按要求整改完毕的企
业一律不予验收复工，对不符合复产复
工条件要求擅自开工的企业，一律按上
限进行处罚，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予以
监管。

吴华军 胡湛明 刘松 洪果 郑晓峰

全市应急系统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京东方在渝投资4个项目，现已完
成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公司、重庆京东
方显示照明公司及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
系统公司三大项目的建设与投产，其中
一个在建项目为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已于去年12月举行了开工仪
式。”2月21日，作为两江新区电子产业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企业代
表，京东方重庆区域总经理孙耒来如是
说。

京东方是我国液晶显示行业“领头
羊”，连续多年保持了液晶显示行业专利
申请量全球第一，这样一个龙头企业追
加对重庆的投资，足以说明其看好重庆
电子产业前景。

去年企业业绩普遍增长
智 能 终 端 出 口 增 幅 达

14.7%

近年来，我市电子制造业飞跃发展，
建成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2
亿台级手机生产基地，集成电路、平板显
示等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领域取得突
破。

2018年，智能终端成为拉动我市出
口“第一动力”，出口2477.6亿元，增幅
达14.7%。智能终端货运量占全市中欧
班列40%、国际航空出项90%，是重庆
出口的绝对主力。

除京东方外，其它落户两江新区的
智能终端制造企业也纷纷晒出“成绩
单”：

纬创资通（重庆）有限公司行政处长
何志勋称，纬创去年实现大约280亿元
产值，今年将争取更进一步。目前，纬创
重庆厂区有笔记本、台式机等主要产品，
未来还将布局医疗、人工智能开发等领
域产品。“同时，我们也会加大智能化改
造力度。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引进智能
机器人、数字化车间，对生产环节作出优
化和改善。”

旭硕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资深经理
周玉撰介绍，去年该企业产值近200亿
元，客户主要有宏碁、华硕、惠普、华为

等。2019年，企业计划增建厂房，实现
产值的进一步增长。

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行
政处长洪明东表示，尽管重庆翊宝智慧
电子装置有限公司2017年4月才设立，
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同年5月份，开始在
重庆量产出货，当年实现产值60亿元。
2018年，翊宝实现产值170亿元，相较
2017年增长182.7%。

今年如何做到“好上加好”
战略上抓政策、技术、消

费升级三大机遇

目前，两江新区电子产业已集聚规
上企业39家，其中智能终端5家，电子
核心部件及其他 34 家。去年产值
1111亿元，增长16.3%，占新区工业产
值的 39.1%，其中智能终端实现产值
758亿元、占新区直管区规上工业产值
1/4。

可以看出，电子产业成为两江新区
快速发展的核心支柱，也将是信息技术
革命下两江新区乃至重庆未来发展的核
心动力。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认为，电子产
业今年实现“好上加好”必须从战略上抓
好政策升级、技术升级、消费升级三大机
遇。

政策升级源于我市迅速行动部署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重庆响应中
央决策部署，启动实施“工业跃升”工程，
把制造业转型升级放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推动电子产业向“芯屏器核网”全产
业链发展。

技术升级机遇来自于5G、人工智
能、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等新技术
迅猛发展。如智能终端领域，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终端
产品迅速普及并开始向可折叠、柔性
化发展。

消费升级机遇来自于市场需求。如
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印发推动消
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实施方案。重庆也正在深化实施消费升
级行动计划，多渠道扩大服务供给，提升
产品质量。比如，电视领域，大屏、4K高
清、OLED等在一二线城市继续深耕的
同时，开始向三四线及广阔农村市场拓
展。

企业要如何把握机遇
战术上聚焦创新、补链成

群，一同占领市场

然而，重庆电子产业虽然起步很早，
占得先机，但转型相对缓慢，以笔电、手
机等为代表的终端产品占比达70%，且
主要处于加工环节，电子产业保增长压
力较大。

比如，去年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萎

缩2.5%，我市笔记本电脑产量5730.2万
台、下降3.8%，占全球产量已达35.6%，
笔电产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传统笔电
加工面临“天花板”。

但另一方面，以京东方、莱宝、奥特
斯为代表的电子核心部件企业近年来则
增长迅速。两相比较，冷热立判。

参与座谈的企业一致认为，电子
产业处在信息技术革命最前沿，唯有
占据产业链的核心位置，才能持续发
展。

两江新区对此已从三方面布局——
技术创新方面，两江新区将出台

专项实施方案，助推笔电企业技改升
级，在集成电路等领域建设国家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加快完善制造业技术
创新体系；

产品创新方面，除鼓励企业设立
研发机构外，还将助推笔电代工企业
争取智能手表等新产品订单，提高附
加值；

协同创新方面，将深化产教融合，
进一步发挥两江协同创新区、中科院大
学等创新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形成合
力。

具体项目则包括：引进8.5代玻璃基
板熔炉生产项目；引进显示模组制造企
业；以京东方6代OLED生产基地开工
建设为契机，加紧引进OLED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链；以OPPO、
VIVO投产放量为契机，进一步形成手
机产业链聚集，等等。

智能终端成为拉动重庆出口“第一动力”，电子产业大佬们开始探讨——

“第一动力”如何持续发力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智能手机生产线上忙碌。 记者 张锦辉 摄

● 2018 年，智能终
端成为拉动我市出口“第
一动力”，出口2477.6亿
元，增幅达 14.7%。2 月
21日下午，两江新区召集
驻区电子企业座谈，商讨
今年推动电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