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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02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要闻

7月29日，简阳市委十五届十五次全
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九次
全会、成都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将
创新发展作为培育城市新优势的关键一
招，进一步明晰了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
心城市的行动路径，鲜明回答了新时代
简阳发展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为简阳
以培育城市新优势提升县域经济质效作
出了安排部署。

当前，简阳正处于培育发展新动能、
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期，既拥有经济
地理重塑带动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
发展基础优势，也面临着空间规模与承
载能力的矛盾日渐突出、资源环境约束
日益趋紧等不足。立足发展阶段特征和
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简阳围绕培育城
市新优势，提出系列重大思路、重点任务
和重要举措——

加快培育临空新优势，以“港产城”
协调联动推动城市依港而兴；加快培育
生态宜居新优势，以公园城市建设创造
幸福美好生活环境；加快培育智能制造
产业集群新优势，以现代产业支撑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新优势，
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共兴；
加快培育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新优势，以良
好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在简阳，围绕这些重大思路、重点任
务和重要举措，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把创
新发展作为培育城市新优势的关键一
招，加快推动形成城市发展的“五个新优
势”，以厚植城市新优势促进县域经济持
续提质增效。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入实
施、成德眉资同城化加快推进、成都东进
如火如荼，特别是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
航，让拥有2100余年建置史的简阳迎来
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县域经济发展
活力更加强劲。

面向未来，任重而道远。简阳将审时
度势、乘势而上，锚定高质量建设成都东
部区域中心城市总体目标，加快打造临空
经济发展先行区、山水公园城市示范区、
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丘区城乡融合发展
样板区、高端资源要素承载区，让全国县
域经济百强县这块“金字招牌”更具成色。

8月6日，记者从蜀道集团成
渝公司了解到，全国收费公路现
金（含移动支付）收费票据电子化
工作率先在成渝高速成都、龙泉
湖收费站和成仁高速成都、万安
收费站正式上线试运行。四川率
先在全国范围推开人工收费车道
开具电子发票工作，成为全国首
个人工车道通行费纸票改电票
（以下简称“纸改电”）的省份。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主要
分为两类，分别为ETC（电子不停
车收费系统）和MTC（人工半自
动收费系统）。通行ETC车道，车

主可以通过服务平台开具电子发
票；而通行MTC人工收费车道，
车主只能获得纸质发票。

此次“纸改电”后，让车主通行
人工收费车道（MTC）时，一样可
以取得电子发票。用户可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入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可抵扣增
值税电子发票。混合车道“纸改电”
后，在降低票据制作和管理成本、
提高收费站通行效率的同时，也
将大幅减低物流公司运输成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图据成渝公司

四川在全国率先推开
高速公路通行费“纸改电”

永不落幕的农博盛宴、集趣共
享农庄、都市与田园相融的别致体
验……日前，摄影师周建勇拍摄了
一张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的
照片，入围了“极美成都——公园城
市最美地标 TOP100 影像展”。美不
胜收的田园画卷，看得人如痴如醉。

永不落幕的田园农博盛宴
永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

作为四川农博会永久举办地和
成都市 66 个产业功能区之一，天府
农博园规划面积129平方公里，其中
核心区面积 13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

“2.5+X”平方公里的天府农博岛高
品质科创空间，将营造会展会议、农
科文创、生活配套、休闲旅游等 6 大
体验场景，加快构建未来产业生态功
能承载区和市民生活空间展示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天府农博园
不仅将打造成“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项
目”，还要呈现“永不落幕的田园农博
盛宴、永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

天府农博园以生态打底，129 平
方公里内有斑竹林生态林盘、文井湿
地、团结岛湿地、万和湿地等优良的
生态资源。

加以规划建设总长 185 公里的
津津绿道，将乡村生活场景、旅游消
费场景、创新创业场串联起来，构建
了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这里有如诗如画的自然湿地，宜
业宜居的生态系统，是田园牧歌与城
市美学的深度融合，是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的优秀典范，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城市画卷。

今日今日
地标地标

以乡村为场景
促进高效特色农业提能升级

目前，阿里巴巴数字乡村实验室、四川省5G
产业联盟智慧农业专委会基地已落户天府农博
园；聚焦都市现代农业、会展经济、新消费（绿色
食品）产业生态圈建设，引进新希望、东方希望、
智海王潮、创业黑马、中化MAP、58现代农业总
部、蓝城·沐春风等一批产业化项目。

此外，天府农博园已获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并纳入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拓展区，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和
成都市乡村振兴“十大案例”。

新津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聚焦天府农业博览
园，新津将积极培育以乡村为场景的新乡村产业
集群。围绕“促进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提能升
级”，依托天府农业博览园，大力发展以乡村为场
景的新经济业态，构建服务川渝的“数字农博+
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城乡要素双向在
线、融合共生，开启数字化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
展新时代，打造“农业智谷”。以数字平台链接城乡
要素，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升级，以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产业，力争到2025年新引进农业数字化产业
项目30个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现代产业加快构建 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4.1%

建设中的天府农博主展馆 图据农博园管委会

天府农博创新中心 周建勇摄

天府农博园大田景观 廖学林摄

高速公路通行费将实行收费票据电子化

冲进2021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简阳凭什么“上位”？
■■ 88月月44日日，，随随

着赛迪顾问县域经着赛迪顾问县域经
济研究中心发布了济研究中心发布了

《《20212021中国县域经中国县域经
济百强研究济百强研究》，》，20212021
年度全国县域经济年度全国县域经济
百强榜单随之出百强榜单随之出
炉炉。。简阳市首次上简阳市首次上
榜榜，，成功跻身全国成功跻身全国
百强百强，，位列第位列第100100位位，，
成为四川上榜的两成为四川上榜的两
个市个市（（县县））之一之一。。

■■ 赛迪全国赛迪全国
县域经济百强榜单县域经济百强榜单
主要根据经济实主要根据经济实
力力、、增长潜力增长潜力、、富裕富裕
程度程度、、绿色发展四绿色发展四
个方面个方面1212项指标对项指标对
全国县域经济进行全国县域经济进行
综合评价综合评价，，评价体评价体
系在对系在对““量量””的考量的考量
基础上融入对基础上融入对““质质””
的关注的关注。。

■■ 从从 20182018 年年
被省委被省委、、省政府表省政府表
扬为县域经济发展扬为县域经济发展
强市强市，，到上榜四川到上榜四川
20192019年度县域经济年度县域经济
发展强县发展强县，，再到冲再到冲
入入20212021年全国县域年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经济百强。。简阳简阳，，凭凭
什么什么？？

完成GDP232.57亿元、增速14.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2.9%，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1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4.9亿元、增速40.3%，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0.35亿元、增速17.3%……7月，简阳交
出了2021年上半年发展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展现出简阳不断增强
的比较优势和持久动力，也彰显出简阳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自2016年5月融入成都以来，简阳发
展的传统优势持续巩固，新的优势加快
形成，改革发展的势能蓄积迸发，综合经
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8.1%。特别是简阳市委十五届十三次
全会以来，简阳以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心
城市为总体目标，加快形成“五个新优
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得以增
强、活力持续提升，为奋力冲刺并成功跻
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打下了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
是关键一环、重要支撑。随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成
都东进等重大机遇叠加成势，为简阳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我们坚持以产业功能区更新营城
理念、重塑经济地理、转变发展方式，随
着简阳临空经济产业园、成都空天产业
功能区、西部电商物流产业功能区高水
平规划建设运营，‘2+2+1’现代产业加快
构建。”简阳市发改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简阳产业功能区（园区）新
签约重点项目5个，竣工项目3个，开工建
设项目1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99亿
元，产业功能区已成为简阳产业转型发
展的“主战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器”。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拉动投资持续

增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缺
一不可。简阳把项目招引作为加快发展
的“驱动器”，瞄准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
深入实施项目招引攻坚行动，以项目招
引增投资、强后劲、促发展。据了解，2021
年上半年，简阳成功签约宝能智慧城等
重大项目24个、协议总投资885亿元，为
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源头活水”。

西部电商物流产业功能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图据简阳市委宣传部

简阳城区

培育“五个”城市新优势 提升县域经济质效

今年6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印
发的《四川省推行“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实施方案》提出，2021年7
月1日起，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实施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
理。8月6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印发《“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实施方案》，对8项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制定了“证照分离”改
革实施方案。

《方案》提到，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民办职
业培训学校以及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
止审批由市、县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

设立技工学校、以技能为主
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及发证机构
资格审核和注册以及中外合作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的设立、分立、合
并、变更、终止审批（暂停）由省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

设立技师学院审批由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机构资格认定、延续认定（国家
级）的审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负责。

记者注意到，《方案》对办理
程序进行了明确，分为申请、告
知、承诺和审批四步。同时《方案》
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的，严格依法查处，并公
开查处结果。

以技能为主的国外职业资格
证书及发证机构资格审核和注册
为例，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包括，对
以技能为主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
发证机构的代表机构、中方合作
机构采用“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的形式，同时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的方
式进行监管检查。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对通过投诉举报等
渠道反映问题多的机构实施重点
监管，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
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证照分离”改革如何全覆盖？
四川出台方案明确责任人

极端天气下，洪水污染自来水厂……
四川模拟开展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的高位截污点

“5000 立方米/秒！若洪峰达
到 9000 立方米/秒，金堂部分城
区将全部被淹没。”随着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沱江上游百年不遇特
大暴雨在持续，水位持续上涨。监
测发现，北河入境断面水质石油
类超标0.4倍，污染物向下游5公
里的县级饮用水源地取水口逼
近，30分钟后将抵达。

“污染了县城净水二厂，整个
县城的饮用水将受到影响。”紧急
情况发生，应急响应随即启动，转
移受灾群众，布设围油栏、吸油毡
拦截吸附，开展水质应急监测，做
好应急用电保障……

8月6日晚，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联合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指导成
都市金堂县开展“2021年汛期水
环境安全成都市金堂县应急实战
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金堂山公
园，在总时长 1 个小时的演练过
程中，模拟了极端天气下，洪涝灾
害陆续淹没部分城区，造成停水
断电。重点围绕自来水厂和污水

处理厂相继停运后，各级各部门
加强受灾群众安置点的饮水安全
保障和污水应急处置。

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正值四川防汛救灾“七
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四川生态
环境系统汲取了近期一些城市
极端强降雨造成灾害和安全生
产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教训，
全面做好汛期极端天气下环境
应急准备。

目前，“天府卫士—2021 年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已经在
全省铺开。据了解，全省已陆续开
展应急演练28次，其中市级2次、
县级26次。演练类型主要涉及饮
用水水源地饮水保障、危化品以
及危险废物泄漏后应急处置、特
大洪灾污染防治等，检验突发环
境事件处置过程中的信息报告、
应急响应、污染处置、监测评估、
协同联动、信息公开等环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实习记者 黄盼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