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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雪）10月9日，区城乡建委组织勘察

设计、建筑管理、质量监督、安全监督等科室项目管理人员，

到三教产业园为工业企业开展项目服务指导工作。

活动现场，东鹏智能家居、帝王洁具、升科新能源汽车等

项目负责人与建委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针对工业企

业在工程建设中面临的施工企业入渝登记、办理报建手续、

解决遗留问题等情况，区城乡建委相关科室人员均进行了详

细解答，帮助企业答疑解惑，指导企业开展好工程建设相关

工作。

区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建委为践行优

化营商环境开展的一项提升行动，为帮助民营企业熟悉工程

建设相关工作。今后，区城乡建委将常态化、不定期到各个

产业园和镇街开展上门服务活动，为民营企业发展创建更加

优质的营商环境。

上门服务解难题
优化环境见行动

近来，在永川 1576 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刮起了一场“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境”的头脑风暴。

在全区开展“转变思想观念 优

化营商环境”大讨论活动，就是要求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解放思

想，正确处理“看”与“干”的关系，解

决好“怎么看”与“怎么干”的问题，

少当“看客”、争当“做客”，为把永川

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扫清

思想障碍。

“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

境”，要解决好“怎么看”与“怎么干”

的问题。有人会问，开展“转变思想

观念 优化营商环境”大讨论活动搞

了N多回了，现在又搞，有这个必要

吗？回答是肯定的，很有必要。因

为，“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境”

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话题。原因很

简单，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我

们的思想观念也应与时俱进。否

则，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曾经一度转

变的一些思想观念，因没有与时俱

进而固化成了前进的绊脚石、发展

的拦路虎。

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

个，就是与时俱进转变观念、解放思

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拿出刮骨疗伤、壮士断

腕的勇气自我革命。

那么，怎么干呢？一是要准确

把握新时代解放思想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

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我们要把思想

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上来，牢牢把握好这个总

开关，及时给这个总开关打打油、捏

捏螺丝，始终保持总开关的灵活可

用、永不生锈。二是要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

以市委“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

计划”为指南，“不等等看”“不看看

再说”，以时不我待的实际行动和扎

实成效来体现“四个意识”。三是要

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聚焦动能转换，激活改革、开放、创

新“三大动力源”。要抓好“最多跑

一次”等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立

足永川自身优势，选准项目实施路

径和有效抓手，以“颠覆性”思维和

手段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

境”，要解决好“看客”与“做客”的问

题。世上凡事都是干出来的，不是

看出来的。固然，埋头拉车，抬头看

路也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只抬头

看路，不埋头拉车，那么，我们将会

永远停留在原处。当今永川，标兵

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区域竞争

越来越激烈。不进则退，慢进也是

退。我们必须少当“看客”，争当“做

客”，把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

永川发展的鲜明导向，埋头拉起永

川高质量发展这辆大车，万众一心，

奋力前行。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

干事创业中，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

当了“看客”，遇事总是“先看看”，不

愿创新、不敢创新。这样的结果，我

们的工作总是慢半拍，发展的节奏

总是弱起。更为恼火的是，当“看

客”的人往往又爱当“说客”，自己站

着说话不嫌腰疼外，还妄自对“做

客”横加指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大力推进

有利于遏止“看客”、激励“做客”的

制度改革，改革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制度，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

深得拥护，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

率，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

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做

客”，得到褒奖和重用；改革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评价制

度，完善考核评价的内容体系和评

价机制，对干部干与不干、干好干

坏、干多干少要有明确的区分，褒奖

那些埋头苦干、狠抓落实的“做客”，

教育和调整、问责和惩处那些因弄

虚作假、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和

严重后果的“看客”，在全社会形成

人人争当“做客”的良好干事氛围。

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我

们要以“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

境”大讨论活动为契机，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把解

放思想不断向广度深度推进，用解

放思想的过硬成果引领永川高质量

发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

正确处理“看”与“干”的关系 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全区开展“转变思想观念 优化营商环境”大讨论活动系列评论之四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钟 梅）10月

10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区突出就

业帮扶、创业引领重点，城镇新

增就业27065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75.18%；城镇登记失业

率3.25%，低于控制目标0.25个

百分点；职业培训8554人，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142.57%；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6115万元，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81.53%；新增创业

主体8522户，带动就业1227人。

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称，我区就业任务稳步推进、创

业活力持续释放得益于四个方

面的因素。一是着力实施就业

帮扶，助力扶贫攻坚。聚焦贫困

家庭劳动力、就业困难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开展“就业援助

月”、“春风行动”等系列活动。

动态监测去产能职工就业状况，

制定帮扶方案和实施“岗位对

接、技能提升、创业服务、就业援

助和跟踪回访”五大帮扶行动，

“点对点、面对面、一对一”开展

就业帮扶工作，多渠道帮助

8468 名过剩产能职工实现就

业。结合开展“清洁乡村行动”，

深挖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建卡

贫困户、低保户、4050人员等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3712人。发挥

19家社会培训机构、两个公共

实训基地和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技能培育功能，职业技

能累计培训8554人。落实就业

扶持政策，发放岗位补贴、社保

补贴等各类补贴2874.07万元 ，

惠及11735人。

二是着力畅通融合渠道，深

化校企合作。深入园区、企业、

院校调研，了解校方愿望、企业

需求，促成华中数控、普天永惠

等大型企业与在永职校联合办

学。华中数控与科创学院联合

成立重庆科创华中数控智能制

造学院，普天永惠与水电学院联

合成立重庆普天大数据学院，东

鹏瓷砖与工业技师学院等院校

达成联合办学意向。畅通合作

通道，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引导

长城汽车、东鹏瓷砖等优质企业

进校开设“定制专班”，共同培育

产业企业所需技能人才。

三是着力促进大众创业，助

推乡村振兴。建服务、孵化、融

资、培训、交流“五位一体”创业

实践平台，建成3000平方米大

学生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吸

纳38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孵

化。引入万学教育、淘宝大学先

进培训理念，开展创业培训“进

乡镇、进园区、进基地、进院校”

活动，提升大众创业综合能力，

组织开展各类创业培训 2041

人。加大最高限额15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政策宣传力度，加快申

贷审核进程，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6115万元。抓住建设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新机遇，降低创业门

槛，新增农村劳动力创业主体

3297户，带动就业9166人。

四是着力构建“智慧就业”，

优化公共服务。运用大数据思

维，投入38万元资金，整合企业

用工、政策信息等资源，新增手

机APP系统登录、云地图监测

等功能，提档升级区就业创业智

能平台信息化水平，并将平台延

伸至全区23个镇街和7所职业

院校，提供线下无纸招聘、线上

网络招聘和24小时网络推送就

业创业信息等服务，实现群众在

家门口时时享受高效便捷优质

的就业创业服务。

前三季度全区就业创业成效显著
城镇新增就业27065人，新增创业主体8522户

我区开展饮用水专项检查
10月10日，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卫计委共同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执法专项检

查。联合检查组深入三教镇利民村、胜利路街道万寿场等地的自来水厂，查看生产台

账，检查设施设备是否运转正常，检测水厂出厂水水质等，同时有针对性地向企业负

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普法宣传，保障饮用水安全。据了解，联合检查组将实地走

访全区40余家水厂进行检查。 记者 陈仕川 摄

9月25日，永川区政府发布了一份

特殊的榜单。

在这份涵盖了永川23个镇街、3个

工业园区管委会和新城建管委的榜单

上，朱沱镇以受偿金额16.5万元位居榜

首，而来苏镇则以补偿金额19万元居于

榜尾。

今年7月24日起，永川区在辖区内

实行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规定

流域上游镇街（园区）承担保护生态环境

的责任，同时享有出境断面水质改善带

来利益的权利；流域下游镇街（园区）对

上游镇街（园区）改善生态环境付出的努

力作出补偿，同时享有入境断面水质恶

化的受偿权利。

9月25日发布的这份榜单，正是永

川区各镇街（园区）在8月份的受偿或补

偿情况。

那么，衡量镇街（园区）受偿或补偿

的标准是什么？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实施，又会给流域生态环境带来

哪些改变呢？

水质为唯一标准
监测断面采样由第三方监测机构承担
“永川实施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是以小安溪河、九龙河、临江河

流域所涉及的镇街（园区）为主体，衡量

受偿或补偿的唯一标准就是水质。”永川

区环保局局长蒋洪林介绍，在影响水质

的诸多指标中，又重点考核高锰酸盐指

数、氨氮和总磷这3项指标。

那么，对水质进行采样监测的断面

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蒋洪林介绍，实施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监测断面由区河长办牵头

相关镇街（园区）及各部门会商确定，并

设立规范的监测界桩，界桩上甚至标明

了经度和纬度。

为了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各

监测断面的水质采样和样品运输均由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采样单位

在每月的25日进行现场采样，相关镇街

（园区）均有工作人员到场监督。样品采

集后由永川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监测

分析，随后将监测数据呈报区环保局。

“根据监测数据，确定各断面的水质

情况，以此核算受偿或补偿金额。”蒋洪

林介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根据水质是

否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水质提升或下降

等分为5种情形，受偿或补偿金额为2万

至5万元不等。

此外，如果镇街（园区）下游为长江

或在区外，以及上游为区外的镇街（园

区），由区政府代为履行相应的补偿或受

偿责任。如大陆溪及大河溪在朱沱镇汇

合后于松溉镇进入长江，则由区政府根

据河流长江交汇断面水质变化进行补偿

或受偿。

各镇街自负盈亏
受偿资金用于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既然受偿或补偿金额为2万至5万

元，那为何朱沱镇的受偿金额会达到16.5

万元，而来苏镇的补偿金额甚至高达19

万元呢？

“这是因为，一个镇街内有多条河

流，每一条河流又均有上下游。每一个

镇街需要为每一条河流的上下游镇街负

责。”蒋洪林介绍，来苏镇境内的来苏河

是长江一级支流临江河的主要支流，在

与来苏镇交界的吉安镇、宝峰镇、青峰镇

等镇街均有河流汇入来苏河，因此来苏

镇也成为多条河流上下游的受偿或补偿

主体。

在8月份，流经来苏镇的多条河流水

质出现恶化，这也导致来苏镇对流域上

下游各镇街的补偿金额累加至19万元。

（下转2版）

永川实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监测人员正在小安溪河永川区板桥镇与铜梁区交

界处河段进行水质采样。 （永川区环保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