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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 2020 持续加力 转型发展
—
——宣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二）突出三产繁荣，狠抓品质提升，充分凸显奔
康亮点
—着力做靓文旅品牌。
——
强力推进“三创”工
作，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县，高质量通过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检。 加快建设巴山大峡谷大垭口索道、罗
盘顶云端酒店等项目，力争通过 5A 级景区国家质
量景观资源评价，成功创建巴山云顶省级旅游度假
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加快推进巴山红军公园提
升改造工程， 完成红三十三军纪念馆展陈提升项
目，启动杨柳关阻击战无名烈士墓修缮保护；加快
马渡关石林、巴山红军公园创 4A 和双河蓝莓谷等
3 个景点创 3A 步伐。
—繁荣活跃商贸流通。全力推进商贸物流园
——
建设，加快建设重型机械销售维修中心，全面建成
西商农博园二期、汽贸园；培育壮大西区、北城新商
圈，打造市级商业示范社区 2 个，精心组织展销会、
购物节等活动，强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加大企业
培育力度，全年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 7 家、限上商
贸流通企业 5 家、出口资质企业 1 家以上。 加快发
展电子商务，力争销售额突破 4 亿元。
—做大做强民营经济。认真落实促进民营经
——
济发展、减税降费、招商引资政策，加力推动全县对
冲疫情影响 32 条措施落地见效， 定期举办金融机
构进园区、进企业活动，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降
低运行成本，推动民营经济快速恢复增长。 强化市
场主体培育， 力争全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3000 家
以上。
（三）突出农村发展，狠抓乡村振兴，全面夯实奔
康基础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
深入实施
“
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年活动”，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确
保剩余 4797 名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突出抓好各
类发现问题整改， 加快推进扶贫领域项目建设，进
一步巩固提升减贫成效；严格落实脱贫摘帽“四不
摘”[23]工作要求，加大对边缘户和脱贫监测户帮
扶力度，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普查，确保全面小康
路上不落下一户一人。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
——
任制，确保粮食产量达到 58.2 万吨以上。 加强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新建高标准农田 4.6 万亩。 抓好非

洲猪瘟防控和生猪生产保供，加快推进蓝润生猪全
产业链项目，确保出栏生猪 74 万头以上。 大力发展
“农业 + 旅游、康养”等新业态，着力放大“牛、药、
果、茶、菌”特色产业优势，争创省、市现代农业园区
3 个以上。 全力打响“宣品天下”区域公用品牌，新
认证
“
三品一标”农产品 2 个以上。
—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启动编制全县乡村振
——
兴总体规划，升级打造巴山大峡谷、西南七镇 + 天
生—七里乡村振兴示范区， 争创全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先进县；持续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治理
“
三
大革命”，新建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 3 个、乡镇污水
处理厂（站）26 个、公厕 52 个、农村户厕 2781 个。 大
力实施村容村貌提升
“
六化”工程，力争建成
“
美丽达
州?宜居乡村”100 个。着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
“
三社联动”，加快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新格局。
（四）突出改革创新，狠抓开放合作，持续激发奔
康活力
——
—抢抓机遇谋发展。 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配合做
好“一高铁、两高速”前期工作，加快构建区域直连
直通交通体系；依托巴山大峡谷核心景区，加快形
成区域旅游联盟，积极争取“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纳入国家规划；依托天然气、锂钾、新材料等核
心产业，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共建“全国新能源
新材料综合利用示范区”。
—全力以赴抓项目。 紧密对接国家、省市发
——
展战略，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力争储备亿元以
上重大项目 15 个， 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17 亿元以
上。 把握资源和要素优势，力争引进 3000 万元以上
项目 25 个、到位资金 160 亿元以上。 抓好重点项目
推进，力争开工 35 个以上、竣工投产 20 个以上。 加
大签约项目跟踪力度，确保履约率、开工率分别达
到 90%、80%以上。
——
—凝心聚力促改革。 全面完成乡镇行政区划
和村级建制调整，优化区划设置、理顺管理体制；扎
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成剩余 3 家停破产国有企
业改制工作；持续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推动药品带
量采购政策落地；加快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改革，力争获取挂钩结余指标 3500 亩以上。

（五）突出城镇建设，狠抓基础提升，不断优化奔
康环境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
突出“一核一副三城多
极”的城镇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三城建设”总体规
划。 深入开展
“
四城同创”工作，推进县城扩容提质，全
面建成“三路三片三园”，确保滨湖路二期、达宣快速
通道竣工投用；大力实施“一环一区两园两路”，加快
环城路、 龚家明月坝片区和王家山森林公园前期工
作，开工建设黄金槽城市公园；启动石岭大道升级改
造，建成东乡客运枢纽站，新建城市停车场 2 个。 持续
推进南坝副中心建设，开工龙驹坝大桥项目；同步抓
好厂溪、 峰城等中心场镇建设。 城镇化率达到 43%以
上。
—完善基础设施条件。
——
加快推进漆樊路、胡红
路、清坪横渡大桥等重点项目，全面完成宣双路大修、
南塔路油化工程。 新改扩建农村公路 400 公里，完成
道路安保工程 500 公里，争创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 加快土溪口水库建设，完成白岩滩水库下闸蓄
水验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60 处；新增
4G 基站 50 个，启动 5G 通信基站建设。
—筑牢生态保护屏障。
——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攻坚战， 确保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深入落实河湖长制，做好全县河流禁捕工作，完
成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工程，确保建制镇污水处
理设施全覆盖， 全县主要河流持续保持 III 类以上水
质标准；突出整治畜禽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散
乱污”企业，建成海诺尔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断提升
土壤环境质量。 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松材
线虫病防治，新造林 1.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0.5%
以上。
（六）突出发展为民，狠抓民生改善，共建共享奔
康成果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
工西城幼儿园、樊哙镇小学迁建项目，完成老宣中改
造、黄金中学迁建等工程。 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
范化建设，完成县中医院迁建工程，推动县医院创“三
甲”、县中医院和县疾控中心创“
三乙”工作。 精心打造
巴文化高地， 加快建设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与博物
馆，建成巴文化演艺中心，确保《梦回巴国》剧目公开
演出。 大力发展体育事业， 建成社会公共足球场 10
个，办好第 43 届职工运动会、第四届土家族民俗运动
会。 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切实加强民生保障。
——
深入开展“民生改善实
效年”活动，确保民生支出不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70%。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力争新增城镇就业 5000
人以上，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内。 加强住房保障，
实施棚户区改造 450 户、老旧小区改造 1433 户。 提升
社会救助水平，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做好困难群体
生活保障。 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 统筹推进国防动员、民兵预备役、外事、侨务、机
关事务、妇女、儿童、双拥、人防、对台、保密、气象、地
方志等各项工作。
—持续深化社会治理。
——
深入开展“七五”普法，
做好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积极化解
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全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狠
抓安全监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禁毒及防电信诈骗工作，依法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 切实加强政府债务、金融等领域风险监
测和防范化解，守牢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本刊记者）
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