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桂川集体调研考察学习归来谈体会找差距添动力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实践创造新业绩
本报记者 戴娟

7月8日至10日，我市党政代表

团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

体调研考察学习，大家最深切的体

会是，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到以新理念指导新实践，创造新

业绩。

7月 17日，我市举行集体调研

考察学习交流会，会上，部分市领

导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赴

广西、四川集体调研考察学习作了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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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约39.5万平方米的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恰似一只展翼高飞的凤凰。（资料图片）
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 摄

7月5日傍晚，广西钦州港码头一派繁忙，“陆海新通道”的大批货物在这里实现中转。
记者 罗斌 摄

创新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

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首位，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大家对广西、四
川两地在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的做法
和成效感触颇深，进一步深刻领悟到
奋进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不能走
规模扩张、要素驱动的老路；推动创
新发展，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创新抢占先
机、以创新跨越赶超、以创新赢得未
来。

创新发展需要解放思想，要有自
我革命的决心；需要抢占先机，要有力
拔头筹的信心；需要保持定力，要有久
久为功的恒心。当前我市创新短板还
比较突出，推动创新发展，重庆要聚焦

“体制机制”这一保障，破解制约创新
“紧箍咒”；聚焦“科技创新”这一核心，
点燃经济发展“新引擎”；聚焦“创新体
系”这一支撑，打造创新生态“小气
候”；聚焦“创新人才”这一资源，激发
创新驱动“原生力”，努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协调发展
立足发挥“三个作用”，

务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
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
度。通过此次调研考察学习，大家对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有了更直观、深切
的体会。

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协调发展，推
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提升区域整体发
展水平，培育区域发展新优势，形成
的规模效应，可以进一步增强带动与
支撑更大区域发展的能力，推动国家
战略重点的调整，孕育出新的发展机
遇。

重庆地处内陆，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参与区域合作，
应当紧扣发挥“三个作用”，开展一场
思想革命，提高站位，提升境界，拓展
格局，以思想自觉引领区域合作的行
动自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真正破
题。参与区域合作，重庆应当注重强
化大局观念，强化顺势而为，强化利他
思维，突出合作意识。深化区域合作，
应突出五个重点，即和兄弟省市共同
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出境出海大
通道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互联
互通、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和区域协
同创新体系建设。

绿色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优化空间结构布局

广西、四川在新时期城乡规划建
设工作中的实践经验表明，新发展理

念是贯穿城市新一轮发展的主线，高
质量发展是城市迈向更高水平的核
心，精细化、人性化是城市品质提升的
关键。

审视重庆当前发展，一定程度上
我市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理念转变不充
分，山水之城的魅力展示不突出等问
题。同时，重庆也拥有“山环水绕、江
峡相拥”得天独厚的山水本底，拥有体
制、产业、生态、区位优势。

借鉴广西、四川宝贵经验，立足
重庆资源禀赋特点，大家表示，重庆
将进一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空
间结构布局，彰显“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独特魅力。具体来说，将进一步
强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管控，优化

“一圈两群”格局，以TOD（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引领城市发
展，加快主城“两江四岸”主轴建设，
构建立体绿色空间网络体系，强化重

要节点带动引领作用，改善人居环境
发展社区服务，把重庆建设成为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典范
城市，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开放发展
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

加快推动两江新区全方位高
水平对外开放

广西、四川两地浓厚的开放气息、
强烈的开放意识、务实的开放举措、良
好的开放成效，令大家深受启发和触
动。

围绕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加快推
动两江新区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大
家认为，两江新区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是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和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核

心区，要进一步强化当好开放排头
兵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务必强
化机遇意识，强化枢纽联动，提升物
流全程服务和多样化发展水平，加
快拓展开放新通道。务必突出城市
品质，强化公园城市理念，推进国家
生态城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全力
打造开放新形象。务必聚焦高质量
发展，狠抓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狠抓
外资引进、外贸拓展、外经发展，狠
抓国际平台建设，加快营造国际化
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
开放新经济。

共享发展
践行初心使命，努力让

人民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
初心和使命。

大家认为，推进共享发展，要坚决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确保高质量如
期脱贫，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
困人口，提高共享发展的覆盖面，为全
民共享夯实基础。要推动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教育公平、坚持就
业优先，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优化
医疗资源配置，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让群众更全面、均衡、充分
地分享发展成果，为全面共享创造条
件。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
共建共享营造良好环境。要持续组织
实施好民生实事，坚持当期可承受、长
远可持续，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可持续性，为渐进共享凝聚智慧
力量。

这是一次学习取经之行，也是深
化合作之旅，是一次找准差距之举，更
是增强信心添动能之策。一周前，我
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四
川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集体调研考察学习。

学习考察不仅要用心学进去，还
要用情讲出来，更要用力做起来。经
过一周的认真思考，7月17日，我市举
行集体调研考察学习交流会。部分区
县、市级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围绕集体
调研考察学习谈体会、找差距、话发
展，实现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
行的目的。

学习取经感触深

正值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关
键时刻，市委组织直辖以来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四川
考察。调研考察学习不仅开阔了眼界
视野，看到了差距短板，又学到了好思
路好做法。

渝中区正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
展，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对成都市集
聚高端要素发展现代服务业结构优、
效果好印象尤其深刻。他说，成都市
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抓手，推进中
心城市能级提升，金融、商贸、专业服
务、数字经济、文旅等产业发展特色明
显，高端要素集聚程度高。特别是远
洋太古里特色街区，春熙路步行街以
及城市商圈建设、产业形态创新、文商
旅融合促进等方面思路广、水准高、举
措新，是渝中区学习的榜样。下一步，
渝中区将利用发挥好主城核心区优
势，抓住解放碑建设国家步行街机遇，
持续深化国家现代服务业试验区建
设，提升渝中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

结合自身的职能职责，市政府口
岸物流办主任聂红焰对广西钦州港、
成都国际铁路港的物流发展情况做了
剖析式的学习。她将两地经验总结归
纳为“四个聚焦、四个提升”，即聚焦资

源整合，提升了运营管理水平；聚焦发
展瓶颈，提升了多式联运水平；聚焦信
息联通，提升了互联互通水平；聚焦政
策叠加，提升了政府引导水平。

结合重庆目前正在加快建设出海
出境大通道、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支撑相关工作，聂红焰表示，我市将着
眼于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物流
枢纽大平台、构建全球物流大网络、提
升市场主体大能力、优化物流发展大
环境，吸取两地经验，出台系列方案措
施。

“一路看、一路学、一路思，感受很
深、启发很大。”令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局长董建国印象最深的是，两地把山
水风光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让宝贵
的自然资源为人民所共享。广西邕江
综合整治，保护自然生态及河势，江边
建筑后退，公园绿岛蜿蜒点缀，江畅、
水清、岸绿、景美，可见、可达。天府新
区将公园形态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把水系、绿地、农田等自然资源融入城
市规划，以大尺度的生态廊道区隔城
市组团，促进自然资源城区化景观化，
市民可进入可参与。

董建国说，两地的做法启发我们，
城市规划建设要以自然为美，坚持产、
城、景“三融合”。但对大尺度的绿地
绿道、大面积的人工湖，不能简单照
搬。重要的是学习公园城市的理念，
树立新的自然资源观，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把好山好水好风
光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树立新的生态
财富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
的自然生态，是人们的向往，是发展的

最大资本；树立新的生态政绩观，保护
自然、修复生态，归根结底是要让人民
共享，不断增添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

明晰差距补短板

此次考察调研，也是重庆党政代
表团成员结合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
向，审视重庆发展差距之行。

“打造重庆文旅升级版，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主动取长补短，持续固强补
弱，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市文化旅
游委主任刘旗在成都考察时，通过亲
身体验、实地考察、反复交流，深刻认
识到重庆文化和旅游这几年虽然迎来
一波“旅游热”，但相较于四川、广西等
兄弟省区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如在发展夜间休闲旅游方面，成
都市以川剧表演为主的戏曲类节目
《蜀风雅韵》每天晚上八点开演，上座
率平均在80%以上，受到旅游者好评，
该演出做到了既复兴川剧经典，又带
动夜间休闲旅游，促进了旅游消费。

“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刘
旗表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重庆要加
快转变依赖“门票经济”“船票经济”的
传统模式，做优做精做深产业链，加大
文旅惠民力度和国际化营销力度，提
升游客消费质量和过夜游客比例。“打
造重庆文旅升级版，必须坚持‘冷思
考’，在直面问题、正视差距中，化压力
为动力，努力走出一条靠质量、靠品
牌、靠内涵、靠服务的发展新路。”

对比两地发展，考察团明晰了差

距和发展的短板，强化了“等不起”的
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责任感。

“成都市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展
现出的人文美、自然美、形态美，让我
们深感差距大、任务重。”万州区区长
卢勇表示，万州区将真学真用、真抓实
干，大力实施城市提升行动、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计划，传承文脉、融汇美学、
突出生态，精心打造、精致建设、精细
管理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努力实现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市民更向往。

增强信心添动能

大家在认清自身不足、找到差距
的同时，也看到了自身优势和机遇，增
强了信心。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更加注重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借鉴
广西、四川经验，沉心静气做好重庆的
事情，奋力谱写新时代重庆发展新篇
章。

“作为重庆的开放大区，沙坪坝开
放平台众多、开放资源富集。”沙坪坝
区委书记江涛表示，沙坪坝将进一步
强化大区意识、担负大区使命，更加注
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担好开放重任、当好开放尖兵，全面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和全市开放大格
局，紧扣构建出海出境通道体系、提升
开发开放平台功能、集聚外经外贸产
业集群、探索创新创造体制机制、打造
宜居宜业城市环境五大抓手，高水平

建设国际物流城，全力推动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努力在服从服务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见贤思齐方
能后来居上。”重庆保税港区董事长唐
林表示，这次川桂之行，学习到川桂高
起点谋划对外开放的安排部署、高标
准建设对外开放的框架体系、高质量
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重庆保税
港区将抓住新一轮渝川桂合作带来的
发展机遇，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充分发挥区位、政策、体
制等多方面的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共建，创新推动加工贸易产业发
展，倾力打造中新元素国际商贸物流
园，持续完善以人为本的社会化服务，
努力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水平开放，
助推重庆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中打头阵、做先锋。

深化合作促发展

学习取经之行也是深化合作之
旅。广西打通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

“最后一公里”，为推动渝桂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物流大通道、产业大
走廊；川渝“2+16”系列合作协议推动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孕育世界
级创新企业、创新平台，加快形成发展
新动能。

地处成渝城市群腹地的荣昌，承
东启西。此次签署的川渝合作系列合
作协议中，荣昌签署了3个协议。“这
进一步坚定了荣昌打造成渝城市群新

兴战略支点的决心。”荣昌区委书记曹
清尧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重庆主城和
成都市区两座特大城市强大的吸附能
力，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
式”发展结构。荣昌将深化此次考察
成果，把重庆末端变为开放前沿，与周
边市、区共同建设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努力在成渝城市群中部突出
产业崛起。

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表示，黔江
处在成渝城市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的重要节点，将强化互联互通关
键作用，建成以“7干线2枢纽”铁路
网、“1环4射”高速公路网和武陵山机
场为支撑的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打通连接珠三角的南向贸易通道。同
时探索建立向西融合发展机制，构建
借道中欧班列（重庆）的西进大通道，
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成渝
城市群建设，努力在重庆发挥“三个作
用”中为一域争光、为全局添彩。

建设陆海新通道，关键是互联互
通；推进成渝城市群发展，关键是协同
合作。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说，两省
区与我市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
涵、完善合作机制，共同加强政策沟
通、交通联通、经贸互通，有力推动了
陆海新通道和成渝城市群建设。交通
提质提速发展，必须合作共赢、协同发
展，共同完善交通网络，才能助推好内
陆开放、区域协调。

从交通建设来看，许仁安表示，我
市将聚焦大通道建设，加快打造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和交通强国示范区，
切实做到外联要“通”、内连要“畅”。
高铁力争年内开工渝昆、渝西、成达万
和渝万高铁，和四川共同规划好成渝
中线高铁，同时加快推进兰渝、沿江、
渝贵等高铁项目前期工作。公路方面
将着眼打通一批断头路、瓶颈路，提速
实施渝黔、渝遂、渝武等射线高速扩能
改造，协同推进渝广支线、南充至潼南
至荣昌至泸州等项目建设，织密高速
公路网，助推陆海新通道和成渝城市
群建设。

以学促思 以学提能 以学促行
——部分区县、市级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围绕集体调研考察学习发言

本报记者 戴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