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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告别
（《永川日报》休刊词）

亲爱的读者朋友：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永川日报》出版4095期，

我们一起携手走过30多个春秋，却要与您说再见了。

1990年7月1日，永川历史上第一张县委机关报《永

川报》（试刊号）正式诞生。30余年来，从《永川报》周刊

到《永川日报》，从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从黑白到彩色，

从“一张报纸”到多媒矩阵融合发展……一路风雨兼程，

一路笃定前行。我们用镜头聚焦永川发展的精彩瞬间，

用文字记录永川发展的坚实步履，以“永立潮头”的进取

精神，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为永川打造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有力的舆论支撑。

感谢有您！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你们。你

们的关注，就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动力。

感谢有您！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你

们。你们的信任、支持和鼓励，始终温暖着我们前行的

路途。

今天，《永川日报》成为一种珍藏、一种记忆。我们

不说再见，因为这不是告别；我们不说告别，我们没有离

开。从3月30日起，我们将“转场”全新的媒体舞台——

《渝西都市报》，接续我们的“纸上情缘”，希望能得到你

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关注与支持！

《渝西都市报》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永川

区融媒体中心协办，立足渝西，辐射川渝，全国公开发

行。让我们再次携手，为唱好“双城记”、建好“都市区”，

助推永川“两基地”建设，深度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发挥

更大的舆论先导作用。

过去，感恩有您。

未来，携手同行！

《永川日报》编辑部
2021年3月27日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杨 雪）近日，

区政协办传来消息，经区政协十五届四十

次主席会研究，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重

点提案有16件。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政

协办联合拟定重点提案办理清单，明确了

牵头领办、督办的区领导，责任单位和督办

单位。

16件重点提案内容涉及经济建设、乡

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建设、生态治理、文

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既有《关于永川打造千

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提案》《关于打造西部

职教基地的提案》等重要经济议题，也有

《关于加强住宅电梯安全管理的提案》《关

于在我区中小学全面推进课后延时服务的

提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提案》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

生话题。重点提案中有3件百姓提案，分

别是《关于打击建筑垃圾渣土乱倒偷倒行

为的提案》《关于兴建永川儿童公园的提

案》《关于加强游泳馆池水质监管及信息公

开的提案》。这些百姓提案精准契合老百

姓的需求，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治理

的能力和水平。

各重点提案主办单位将严格按照“一

件重点提案，一套实施方案”的办理工作要

求，向领办和督办重点提案的区领导书面

汇报办理工作方案，待办理工作有一定成

效时组织召开区级领导重点提案督办专题

会，也可采取调研、现场视察和座谈会等形

式进行督办，经提案者二次复函后将重点

提案办理工作总结书面报告给区委办、区

政府办、区政协办。各协助督办单位将认

真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适时与提案

主办单位联系、了解、督促重点提案办理工

作。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也将组建

重点提案督办工作组，加大对重点提案办

理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力度。区政协提案委

将加强对协助督办单位的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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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信委：

多措并举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日前，记者从区经信委获

悉，我区采取三项举措，强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制

造业基地建设。

一是明确“制造”重点。编制《重庆市永川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十四五”

期间重点发展汽摩及零部件、智能装备、特色消费品、电子信

息、先进材料等五大主导产业和大健康、生产性服务两个先导

产业，打造“一核两翼”“一区多点”总体空间布局，全面提升产

业承载能力。二是瞄准“现代”方向。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实施科技创新强基、产业基础提质、智能制造

赋能、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培育提升、区域协同发展、质量品牌

提档等七个工程，推动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

技术创新链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夯实“基地”

建设。广泛收集全区相关部门和产业园区在建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现代制造业基地中需要市级支持的22项事项，会同

市经济信息委起草重庆市政府支持永川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

若干政策，力争在产业布局、集群培育、国土空间、环境容量、

要素保障、质量品牌等方面给予永川支持。

永川患者使用冠脉扩张球囊
费用平均降幅86.8%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3月25日，记者从区医疗

保障局获悉，按照市医疗保障局的部署，重庆、贵州、海南三省

市冠脉扩张球囊联合带量采购将于4月1日落地实施，区中医

院、区人民医院参加采购。按照此次渝黔琼三省市冠脉扩张

球囊联合带量采购安排，我区将采购7个中选产品，其中既有

国产产品，也有进口产品，总约定采购数量172条。

据了解，约定采购的7个产品中选前均价为3013元左右，

联合带量采购后，中选价格平均为 397 元左右，平均降幅

86.8%。按1个采购周期（1年）内完成约定采购量测算，区人

民医院、区中医院采购冠脉扩张球囊支出将由45.37万元降至

5.95万元，减少支出39.42万元，其中医保基金27.59万元，患

者11.83万元。

为确保三省市冠脉扩张球囊联合带量采购任务得到有效

落实，我区将从落实约定任务量、规范采购行为、严格价格执

行、确保进院使用、保证质量和供应、调整医保支付标准、落实

医保预付、加强监测监管、实施激励约束等九个方面，按照“每

月监测、年度考核”的要求，密切监测医疗机构釆购、使用、回

款等情况，并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考核。医疗机构因使用冠脉

球囊降低的医疗费用不调低当年度医保预算总额，对工作进度

滞后和未完成约定釆购数量的医疗机构，减少下一年度医保基

金总额预算额度。对医保资金节约部分，经考核按不高于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釆购结余留用的比例由医疗机构结余留用。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付 丽）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于1月25日经重庆市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3月1日起

施行。《条例》分六章，共61条，从维护

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提倡文明出

行、倡导文明用餐等14个方面进行了

重点规范，同时，确认每年3月为重庆

文明行为促进月，集中开展文明行为

宣传、实践活动。

在维护公共卫生方面，《条例》明

确规定，遵守控制吸烟规定，不在禁止

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维护公共秩

序方面首先强调着装得体，举止文明，

不高声喧哗，不说粗话脏话；等候服务

依次排队，上下楼梯靠右通行，乘坐电

梯先下后上；使用公共座位合理有序，

不抢占、霸占座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

垃圾，不随意弃置；不随地吐痰、便溺，

不违规张贴、涂写广告或随意刻画；履

行传染病防治相关义务，主动配合执

行预防、控制以及应急措施，如实提供

有关情况。

在维护社区文明方面，《条例》规

定，不得违法搭建，不侵占通道和绿

地等公共空间；不从建筑物中向外抛

掷物品；进行装修装饰、聚会聚餐、餐

饮服务以及健身、歌舞等活动，合理

使用场地和设施设备，遵守相关规

定，避免妨碍他人；不在道路、小区等

公共区域焚烧、抛撒丧葬祭奠物品，

不在规定的殡葬、吊唁场所之外搭设

灵棚；饲养宠物按照规定办证、检疫，

清理粪便，采取安全措施，避免妨碍、

伤害他人。

在文明出行方面，《条例》规定，驾

驶车辆礼让行人，让行执行紧急任务

的救护车、消防车等优先通行车辆，规

范使用灯光、喇叭，低速通过积水路

段，避免妨碍他人，不加塞抢道，车内

人员不向车外抛撒物品；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先下后上，主动给有需要关爱

的老、弱、病、残、孕乘客让座，不外放

电子设备声音，不妨碍驾驶人员安全

驾驶；规范停放车辆，不占用应急通

道、人行道、盲道等禁止停车区域和残

障车位。

（下转2版）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施行
不文明行为将被记录和曝光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彭禹

乔）3月25日至26日，永川区委书记

滕宏伟率党政代表团赴彭水自治县，

就对口协同工作进行交流考察，双方

签署了对口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

制走深走实。

永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果，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志飞，区政协主席刘

祥全，区委副书记潘文峰一同交流考

察，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县委副书

记、县长石强，县政协主席谢胜，县委

副书记彭玉萍陪同。

在彭期间，代表团先后实地考察

了蚩尤九黎城文旅融合项目、县规划

展览馆、花阶广场、滨河公园以及市民

中心广场，了解彭水自治县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文旅融合、城市建设情

况。代表团成员纷纷为彭水的快速发

展点赞，表示彭水推动旅游发展的思

路、经验、措施值得永川学习借鉴。

滕宏伟向彭水自治县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明显成效表示祝贺。他说，

永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此次对口

协同工作，有着与彭水一同合作、协同

发展、共同进步的愿望和共识。希望

双方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战略，互通有无、互相协

作，努力开好头、起好步，积极创造经

验、形成成果，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

滕宏伟表示，永川将同彭水在产

业发展上开展深入协作，携手建立“资

源共用、利益共享”的协同引资机制，

争取更多优质企业到两地落户；建立

劳动力供应双向互动调配机制，更好

满足双方企业和群众对岗位、对就业

的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将

在人才培养上开展深入协作，携手推

进教育协同、加强人才供给，鼓励支持

彭水学生到永川职业院校就学，为双

方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技能人才。在产

销对接上开展深入协作，通过举办农

副产品展销会推介宣传彭水农特产

品，引导支持吉之汇农贸物流城设点

销售彭水产品，定向采购彭水特色农

产品，进一步拓宽彭水产品市场，更好

地满足永川发展需求。将在数字经济

上开展深入协作，进一步加强人才交

流，促进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术互

学、作风互鉴。将在旅游发展上开展

深入协作，结合差异化旅游特点，联手

策划打造一批精品旅游路线，实现门

票互认、同步宣传、共同推广，推动双

方旅游实现更好发展。

钱建超代表彭水自治县委、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全县70万苗乡

人民向永川区党政代表团表示欢迎。

他表示，永川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重要节点、重庆主城都市区战略支

点城市，彭水自治县是渝鄂黔重要联

结点，两地互为旅游目的地和重要客

源地，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深厚的

合作基础和先天的合作优势。此次结

为“一区两群”协同发展对口区县，必

将有力促进两地开展多层次、宽领域、

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两地更好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彭水自治县将主

动加强与永川区的对接交流合作，立

足“民族、生态、文化”三大特色和比较

优势，找准抓实协同发展切入点、着力

点，高质量推动永川区、彭水自治县对

口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希望双方坚持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协同

联动，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对

接互动，推动两地在科技创新、特色高

效农业、大健康产业、商贸服务业等方

面深度对接，不断完善劳务、教育、医

疗协作体系，探索建立“景区共建”旅

游协作模式，加大人才培养交流力度，

携手打造全市区县对口协同典范。

永川区政府副区长杨华、彭水县

政府副县长王凡鹏参加。

永川区党政代表团赴彭水自治县交流考察
双方签署对口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滕宏伟张果王志飞刘祥全潘文峰赴彭 钱建超石强谢胜彭玉萍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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