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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打响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
连日来，黔江区太极乡政府的会

议室晚上八九点还灯火通明，乡、村
干部及驻村工作队队员在针对白天
走村入户了解到的问题研究制定解
决方案。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紧要关
头，黔江区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举全区之力打响“百日大会战”。
全区5025名干部下沉到村社，了解
基础设施，开展走访调查，到田间地
头帮助群众增收……

按下发展“快进键”

4月29日，金溪镇的青太路（青
杠到太极二级公路）一标段竣工正式
投用，这对金溪镇长春村的羊肚菌种
植大户曾凡平来说，是劳动节最好的
礼物，这意味着他家的新鲜羊肚菌将
以更快的时间走向市场。

“青太路一标段建成投用之后，

道路宽度也由6.5米变为8.5米，为沿
线群众扩宽了致富通道，整个金石片
区到达城区的时间总体上减少半个
小时以上。”据黔江区交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整条新路串联包括深度贫
困乡镇金溪镇在内的6个乡镇，辐射
近20万名居民的发展。

“从原定于今年年底竣工到4月
29日建成投用，总建设时间提前了
174天，离不开‘百日大会战’的全力
冲刺。”该负责人称。结合“百日大会
战”，黔江全区干线公路今年还有6个
项目将陆续加速建成投用。

吹响总攻“冲锋号”

“百日大会战”打响以来，黔江广
大干部群众不分节假日，实现区、乡
镇（街）、村（社）、组、户联动，以更加
坚定的信心、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
务实的作风，对脱贫攻坚战发起“最

后一公里”的总攻。
城南街道青坪社区恩泽苑易地

扶贫搬迁小区，汇聚了29个乡镇原居
住边远的建卡贫困户 413 户 1531
人。“五一”节日期间，他们迎来了家
门口增收的新机遇。“超过300个食用

菌大棚建起来，配套加工储藏厂房也
在今年4月20日投入使用。”据基地
办公室负责人姜远华介绍，该食用菌
基地已从5月1日实现第一批香菇投
产，整季收获将实现平均亩产超9000
斤，收益近3万元。

随着食用菌基地的投产，青坪社
区易地搬迁户也迎来了就近就业热
潮。目前该基地已安置近100名建卡
贫困人口，务工收入可实现每月2000
元~6000元。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不但
住进125平方米的新房，每个月至少
还能增收近3000元。”青坪社区建卡
贫困户陈义说，下一步他还计划从食
用菌基地承包大棚自己种植，依托产
业发展致富。

合力夺取“大胜利”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必须完成的
重大政治任务。5月15日晚，黔江区
召开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20年第三
次会议，会议要求“一把手”要带头出
战，扎实开展“三级书记遍访”，做到

“走访不漏户、户户见干部”，把“百日
大会战”作为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的

决定性战役，坚决啃下脱贫攻坚最后
的硬骨头。

据黔江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百日大会战”打响以来，区委
书记余长明，区委副书记、区长徐江
几乎每周都下到乡镇调研指导，把脉
问诊，解答难题，督导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所有区级领导带头深入乡村，
督导解决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
推动精准帮扶走深走实。

除了扶贫力量的进一步增强，黔
江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进一步
完善工作体系，明确责任，细化任务，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实处。切
实加强中央、市级考核督查反馈问题
整改，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和“三张清
单”，强化整改保障，实行销号管理制
度，坚决打赢“百日大会战”。

乔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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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坪社区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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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四川山水相连，

也面临共同的自然灾害等

突发事件威胁。在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大背景下，双方应携手加强

共同灾害防治与应急救援

合作。

5月19日，重庆日报邀

请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冉进红，四川省

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

段毅君，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应急管理

培训中心教授李颖共同就

此话题展开探讨。

核心提示

机制共建 信息共享

川渝携手共同防灾联动应急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机制共建
防治共性自然灾害

重庆日报：重庆与四川面临哪些共性
自然灾害，双方需要共建哪些长效合作机
制？

李颖：川渝地区关联度较高的主要是
洪水、森林火灾、地震等灾害风险。

比如长江、嘉陵江流域，四川与重庆
处于上下游关系。以嘉陵江为例，该水系
是两大暴雨中心，常年受到洪水的威胁和
侵袭，对于两地而言，加强协作、科学调度
就显得特别重要。

森林防火方面，重庆西部、北部与四
川交界处山脉交错、林地众多，相关工作
均需加强协调联动，森林防火更是其中重
要组成部分。川渝两地早已建立了护林
防火联防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近年来，渝西片区与泸州、江
津与泸州等都开展了多层面的护林联防
工作，并签订了联防协议，建立了相对稳
定的护林联防机制。

重庆市辖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类型，地带性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植被带随高度变化呈现垂直分异特
点。林区与旅游景区、度假避暑区、高山
风电场、高山高压输电线路、居民点交错
分布，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后果不堪设
想。

就地震灾害而言，与四川相比，重庆
地震发生强度和受影响程度虽不及四川，
但仍然属于中强地震相对活跃地区。
1984年以来，重庆共发生4.0级以上地震
65次，其中1989年至2017年共发生5.0
级以上地震6次。

冉进红：正是因为川渝两地地域水域
相连，共建长效的灾害防治机制显得尤为

迫切。
此外，两地正携手加强川渝地区气象

灾害防御协作，在气象灾害防御体系、智
慧气象体系等10个领域开展合作，并签
署《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气
象合作协议》。

大家都知道，气象信息是自然灾害防
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按照协议，双方将
充分发挥气象在保障生命安全方面的作
用和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推进
城乡融合一体化气象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建设，加强重大灾害性天气联防联控，建
立健全地空协同、跨区协作人影指挥作业
机制。共同加强生态气象监测评估，建立
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气象联防
保障机制等。

双方还将建立两地气象部门主要负
责人共同召集、轮流主持的联席会议制
度，研究重大合作战略，确定全局性的重
大合作事项。联合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气象保障规划》，争取纳入中国气象
局（国家级）区域规划和川渝两地政府的
规划发展纲要。

信息共享
加强隐患排查与应急联动

重庆日报：针对川渝两地的共同灾害
防治，双方该如何解决一定程度上仍存在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段毅君：消除信息不对称，有一点挺
重要的，就是四川与重庆要实现灾害信息
共享。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信息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及时收集、传递、发布和共享
信息，能够纾缓危机，降低危机的损害。
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灾难和危机，信息
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当地政府作出及时
和准确的决策。

实践证明，信息共享确实为应急救援
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四川汶川地震、
芦山地震、西昌木里森林火灾发生时，重
庆迅速抽调精干力量，出动应急直升机等
重型装备赴灾害现场。

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共享之前要做
好隐患排查与预警，如此共享的信息才有

价值。对此，川渝两地已联合开展长江流
域地质灾害调查、勘察与评估，摸清了沿
江沿线隐患点和风险源。两地水利水文
部门也已联手加强汛期长江、嘉陵江流域
雨情水情预警。

四川重庆地域交接地市（区县），携
手应对跨界水域、森林、地质等共同存在
的安全风险，应在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演
练、应急培训等方面开展紧密的交流合
作。

冉进红：两地灾害信息共享，应侧重
于加强成渝地区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
事件预报预警，加快建设精准靶向发布的
智能化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立
覆盖全面、信息准确、传递畅通的自然灾
害监测和预警体系。

除了信息共享，还应推进应急资源共
享，也就是在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建设等
方面加强信息共享和资源共用。此外，双
方还可以在应急培训、专家人才培养、应
急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拓展合
作空间。

深化合作
携手探索应急管理一体化

重庆日报：3月25日，重庆市潼南区
应急管理局、四川省遂宁市应急管理局正
式签订《关于推动遂潼应急管理一体化发
展协议》。潼南和遂宁迈出的这一步，对
川渝其他地市（区县）有何借鉴意义？

冉进红：潼南与遂宁一衣带水，两地
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理同域、经济同
体。近年来，随着天然气勘探捷报频传、
经探明发现两地所辖区域天然气储量达
4363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3054亿立
方米，是国内最大的单个单层整装天然气
田，而两地沿界有油气井100余口，天然
气管道200余公里、输水管道60余公里，
部分井站、管线都是跨界运行，容易引发
安全生产事故。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需要
两地密切配合，联合处置。

为有效应对区域间天然气泄漏、燃
烧、爆炸等突发事件，把事故灾难损失降
到最低点，两地之间急需加强应急处置联
合行动协作，形成联合处置机制，整合应

急救援队伍。在应急管理一体化这个问
题上，两地都有迫切的需求。

段毅君：刚才已谈到，川渝两地在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领域的合作已有一定基
础。在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
家战略部署大背景下，两地的合作会更
进一步。除了面上领域的拓宽，还要有
点上合作的深入。比如，潼南与遂宁携
手探索应急管理一体化建设，就是机构
改革后，两地深入应急管理领域合作的
很好尝试。

根据协议，今后双方将在建立联席会
商制度、联合演练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应
急联动响应机制、资源共享保障机制等五
个方面加强合作。这五个方面几乎包括
了应急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联席会商
与联合演练两大制度做了不少开创性工
作，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按照联席会商与联合演练两大制度
要求，潼南与遂宁联动研究研判区域面临
的重点风险，联动开展跨区域协作应急演
练；按照信息通报制度要求，两地将加强
对可能影响本市（区）及合作市（区）的较
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或重点人群的趋势会
商和风险研判；对发生在本市（区）内并可
能影响合作市（区）的较大及以上或重点
人群加强舆情共享；加强森林火灾、雨情、
汛情、水情、地震、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信
息共享。

李颖:由于潼南与遂宁不存在行政隶
属关系，需要完善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双方
的合作。

我建议，两地在修订应急事件应对相
关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增加区域联动有关
内容。在编制和修订各类应急预案中，将
毗邻地区应急联动纳入预案内容，实化细
化具体措施，并作为区域间应急管理合作
有约束力的制度性文件。

接下来，潼南与遂宁两地可共同谋划
实施一批引领性、带动性、标志性的重大
政策，对议定的五个方面的事项实行清单
化管理、项目化推进，促进两地区域自然
灾害信息、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应急物资、
救援专家、救援队伍、救援装备等资源合
作共享。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吴刚）5月
19日，江北·德阳合作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签约仪式在
渝举行。江北区和四川德阳市缔
结友好城市，并签署一个总体合
作协议和8个专项协议，双方将
携手推动在金融、制造业、农业等
多个领域的合作。

金融方面，双方将探索现代金
融与实体经济跨区域融合发展路
径，支持两地上市公司对企业开展
并购重组；制造业方面，双方将共

同支持德阳鑫坤机械、上川科技承
接江北区凸轮轴、曲轴、传动齿轮
等汽车零部件生产，支持重庆望江
工业有限公司在齿轮箱产业、专用
车产业等方面与德阳构建合作体
系；农业方面，双方将共同推动德
阳蔬菜、水果、中药材、食用菌、粮
油、生猪等优质产品进入江北大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超市；社会事业
方面，双方将支持两地医疗机构共
建医疗联合体，推动实现医保缴费
年限互认等。

江北区与四川德阳市缔结友好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张强）5月14日，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的负
责人与专家团队，到荣昌区开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调研工作。两
个学院将同荣昌区、重庆市畜牧科
学院、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开展农业
科技合作，共同做强川渝两地“肉
盘子”工程。

5月13日，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签署了5
年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参与、全面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带建设。其中，将重点
推进荣昌和隆昌“现代高效特色农
业产业双昌示范区”建设，深入开
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

等先进协同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合
作；推进荣昌和隆昌毗邻示范区建
设，打造高品质生态柑橘生产、绿
色健康生猪种养、高效生态稻鱼种
养示范基地。

此外，荣昌与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达成合作，决
定进一步深化“院院”农业科技合
作，整合荣昌区、重庆市畜牧科学
院、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等优势资源，
形成“三院一校一地”合作格局，共
同做强川渝两地“肉盘子”工程。

目前，荣昌正积极携手四川泸
州、内江、宜宾等地市，一起打造川
渝两地的商品猪、种猪、仔猪供种
高地与荣昌猪地方猪种的特色产
业聚集带。

川渝农科院专家聚首荣昌
共商做强“肉盘子”工程

李颖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应急管理
培训中心教授

冉进红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段毅君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党委书记、厅长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再添“助推
器”！5月14日，成都高新区与重
庆高新区两地市场监管局正式签
订《深化成渝高新市场监管一体化
合作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成渝两地
高新区将实现“证照异地互办互发
互认”，实现无差别标准、零障碍准
入。

“为了拓展业务，前段时间我
在成渝两头跑了好几趟。”成都一
家文化公司的黄经理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最近公司准备将业务拓展
到重庆，他作为负责人前来办理注
册事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跨省
出行本就不太方便，在两地奔波多
日后，黄经理发出了如上感叹。

不过，黄经理的感叹正在成为
“过去时”。根据《协议》，企业在成
都高新区提交办理证照手续之后，
即可获得重庆高新区的营业执照，
免去两地奔波之苦，有效降低企业
经营成本，改善营商环境。

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签订《协议》，响
应了川渝两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签署的川渝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
协议，以及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
区“双区联动”，共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方案的有
关部署要求，有利于市场监管一体
化合作，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

据介绍，成渝两地高新区市场
监管一体化，将带来五大利好：

第一是围绕市场准入共优一
流营商环境。双方将开展企业证

照“一网通办”试点，建立两地“市
场准入异地同标”便利化机制，构
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
市场准入系统，证照异地互办互发
互认，实现无差别标准、零障碍准
入，打造“无证明城市”。

第二是围绕监管维权共创舒
心消费环境。今后，双方将交流放
心消费创建经验，共享投诉举报、
消费维权信息，坚持消费投诉互通
互调互处，共建放心舒心消费环
境，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第三是围绕执法办案共护公
平竞争环境。双方将开展执法办
案业务交流合作，建立案件移送、
执法协助、联合执法等机制，在线
索排查、立案调查、取证固证、案情
通报等方面加强合作，打破地区封
锁和行政垄断。

第四是围绕改革创新共促高
质量发展。双方将全面加强在质
量、计量、标准和知识产权等方面
的合作共建，实施质量监管联动联
促，坚持标准认证同标同步，结合
地域特点和产业优势，加强知识产
权运用、保护协作，提升区域产品
质量水平。

第五是围绕优势产业共建新
经济示范区。双方将坚持科技创
新驱动，携手共进、优势互补、协同
发展，加速创新要素聚集，推动一
大批重大产业项目在两地协同布
局、交互投资，推动科技成果产业
化、创新产品市场化，着力培育龙
头科技企业、加快发展创新型中小
企业，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主体，共
建新经济合作示范区。

证照异地互办互发互认

成渝两地高新区市场监管走向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