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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品质通川” 助推“达州创副”
—通川区 2020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
5 月 13 日至 16 日，
2020 年 通 川 区 两 会 召
开。 与会期间，代表委员
们热议区 《政府工作报
告》， 一 致 认 为 区《政 府
工作报告》 充分体现了
通川区五届五次党代会
精神， 突出了政府工作
落细落实， 总结了过去
一年各项事业取得的重
大成就， 为今年政府工
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
遵循。

2019 年，通川区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圆满完成了区十一届
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31.5
亿元，增长 7.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 211.7 亿元，增长 12.5%；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4%；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88.5 亿 元 ， 增 长
11.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3
亿元，增长 8.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7364 元、19110 元， 分别增
长 9.3%、10.3%。
2020 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和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 市委四
届八次全会、 区五届五次党代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 2025 年经
济总量“冲刺 800 亿”、2035 年城市
规模“建设双 160”目标任务，大力
实施“一轴两翼七支点”发展战略，
为建设“品质通川”、助推“达州创
副”奠定坚实基础。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是： 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7.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0%，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0%，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 8.5%，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8.5%，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7.3%，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6%、8.6%，生
态环保、 节能减排等完成市上下达
的任务。

抓产业强企业
做实品质通川发展基础
做强经济核心增长极。 深入实
施“工业集群发展年”活动，高水平
编制经开区总体规划、 产业发展规
划，围绕“四个百亿级园区”发展目
标，推进产业集群、产城融合发展。
推进服务业品质提升。 深入实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大力开展“绿化通川”行动，完成营
造林 2 万亩，助力达州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
推进绿色发展。 将“绿色 +”融
入经济发展各个方面， 积极发展绿
色产业，推广绿色建筑，建成全市建
筑废渣循环利用中心。 大力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 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

抓民生办实事
共享品质通川发展成果

施“服务业突破发展年”活动，新培
育服务业企业 2500 家、规上限上企
业 36 家以上。
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量。 发展
壮大“
3+3”特色产业，扩面种植“一
李两莓”2 万亩，示范打造产业基地
30 个，新增
“三品一标”6 个。 加快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 创建市级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 2 个， 支持蒲家蓝莓园
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加快推进
互联网 + 现代农业”， 建设全省数
“
字
“三农”试点县。

全面激发消费活力。 认真落实
国家提振消费 20 条措施，持续保持
“通川消费季政企联动行”大型促销
活动热度， 筹办商品展销、 汽车促
销、电商直销等活动，发展“罗浮夜
市”、24 小时便利店等夜间经济，促
进消费回补。
增强要素集聚能力。 推动各功
能区组团式、一体化发展，促进规划
互融、基础互联、要素共享。 整合设
立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撬动更多社
会资本、 国有资本投入产业培育和
公共项目建设。

抓城乡促融合
彰显品质通川发展颜值
加快拓展城市新区。 突出“北
延、东扩、西联”，推进“四桥六路五
公园”建设，新增城市新区 6 平方公
里，助力中心城区建成
“
双 130”。 延
伸拓展“轴的北端”，打造“东翼”品
质新城，加速“
西翼”产城融合发展。
提升中心城区品质。 提质打造
“轴的南端”， 实施城区老旧小区改
造三年计划。 推进高家坝片区开发，
实施凤北大道建设。 建设智慧城市
信息平台，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 扎
实开展“四城同创攻坚年”活动，持
续推进“七清五有一红旗” 试点示
范，助推达州提名“
全国文明城市”。
全域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建设
安云、 金石农文旅示范带， 推进磐
石、青宁示范区提质扩面，建设碑庙
农耕、 梓桐红色、 北山诗歌文化走
廊，支持蒲家、罗江、江陵、双龙等乡
镇各具特色、错位发展，争创省市级
乡村振兴先进乡镇 2 个、 示范村 5
个。

抓投资扩消费
夯实品质通川发展支撑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持续开展
“项目攻坚突破年”活动，精准把握
国省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在产业发
展、民生保障、新基建等领域高质量
谋划储备一批项目。

抓改革重开放
激发品质通川发展活力
持续深化重点改革。 落实
“强市
活区”改革部署，完善财税、自然资
源和规划等管理运行机制。 全面完
成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深入推进行
政审批集中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 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持续释
放市场主体活力。
提升开放合作层次。 扎实开展
“开放发展突破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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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承接
成渝、京津冀、长三角产业转移。
大力推进创新创造。 深化与四
川大学、省轻工院等科研院校合作，
支持重点产业企业建设硕博工作
站、研发中心，建成国家级食品行业
检验检测中心。 大力开展“双创”行
动，鼓励科技人员、青年、大学生创
新创业。

抓生态美环境
厚植品质通川发展底色
强化污染治理。 深入实施
“城乡
环境改善年”活动，持续推进中央和
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
改， 扎实做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问题排查整治。
筑牢生态屏障。 加强犀牛山、千
口岭等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 统筹

补齐全面小康短板。 大力开展
“精准脱贫巩固提升年”活动，严格
落实“四不摘” 要求， 深入实施
15+1”扶贫专项，推进脱贫攻坚与
“
乡村振兴接续发展， 高质量迎接国
家脱贫攻坚大普查。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持续开展
“民生改善实效年”活动，务实抓好
中心城区民生实事和重点民生工
程，切实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 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统
筹抓好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 新增
城镇就业 5000 人以上。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推动学前
教育提质扩面，力争普惠园、公办
园分别提高到 80%、50%。 启动江湾
城中心小学、 柳家坝爱萍小学建
设，推动巴山小学、七小龙山校区、
二小大寨子校区加快建设，新增学
位 7000 个以上。 大力推进达高中
高品质建设，力争江湾城校区秋季
招生。 提升中小学信息化水平，争
创“省智慧教育改革示范区”。 加快
区人民医院扩建，完成区中医院西
迁工程，做好经开区人民医院建设
前期工作。 开展“红色旅游提升年”
活动， 确保神剑园二期建成开园，
争创国家 4A 级景区和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抓治理优秩序
筑牢品质通川发展根基
全面加强基层治理。 健全社区
管理和服务机制，发挥机关单位、社
会组织、群团组织作用，强化网格化
管理服务，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提升应急应对能力。 健全应急
救援指挥体系，提升监测预警、联动
救援、应急处置能力，争创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试点区。 建成场镇小型消
防站、社区微型消防站 45 个，建好
城区避难场所 3 个。
维护社会平安和谐。 健全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雪亮工
程”，打好扫黑除恶收官战。 坚持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细
胞”建设。 深入开展“七五”普法，提
升全民法治意识。 （达州之心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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