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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开江县委十三届十七次全会胜利召开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开江县委关于融入“双城圈”建成“核心区”高质量推进县域集成改
革 加快实现
“
两个定位”奋力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的决定（草案）》
熊伟
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国共产党开江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开江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十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开江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县委委员 27 人，县委候补委员 4 人。 县纪
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部分重点企业、民营企
业主要负责同志，县第十三次党代会部分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 县委书记罗建作了讲话。
全会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 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
听取和讨论了罗建同志代表县委常委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审议
通过了《中共开江县委关于融入“双城圈”建成“核心区”高质量
推进县域集成改革 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奋力争创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先进县的决定（草案）》。
全会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创建万达开川
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和长远发
展，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饱含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川渝地区的深切关
怀和殷切期望，给予了开江提升战略位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千载良机，其战略牵引力、政策驱动力和发展支撑力厚实强劲、
前所未有。 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要统一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抢抓建设“双城圈”、创
建“示范区”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持续弘扬同心、聚力、实
干、争先的“新时代开江精神”，自觉把开江的发展融入国家重
大战略来深度把握、系统谋划、推动落实。
全会指出，要聚焦战略落地，构建融入“双城圈”、建成“核
心区”协同发展新格局。 要对标经济总量
“
冲刺 300 亿”、城市规
模“建设双 35”，加快推进撤县设区，主动融入达州主城区都市
圈发展，壮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中
心城区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 全力支持各乡镇在融入“双
城圈”、建成“核心区”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形成“产业支
撑、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乡镇经济发展新格局。 要大力推动
川渝毗邻区县协同发展，重点推进交通物流、重点产业、对外开
放、生态环境和社会民生等领域合作，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成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重要增长极。
全会指出，要聚焦重点突破，高质量推进县域集成改革试
点。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主动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重点，发挥川东北经济区与渝东北地区融合
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门户和农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等优势，
联动毗邻区县，协同高效推进行政管理、要素配置、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社会民生和联动开放等领域改革，有效破解参与万
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

策性短板， 为县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探索路
径、积累经验、作出示范。
全会指出，要聚焦关键支撑，全面抓好融入“双城圈”、建成
“核心区”重点任务。 要突出通道建设，协同推进交通物流互联
互通。 编制完成川渝毗邻区县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规划，以“五
铁路”“
五高速”“五快速”“五干线”为骨架，以农村公路为依托，
加快建成万达开区域次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要立足互补配
套，协同推进重点产业共建共兴。 聚焦“4+4”重点产业，大力发
展绿色生态农业，共建区域制造业基地，打造区域现代服务业
发展高地，加快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融合发展。 要注重系
统集成，协同推进对外开放走深走实。 协同建好开放合作平台，
加快培育对外开放市场主体，打造“开心办·满意归”政务服务
品牌，完善项目合作、联合研发、人才培养等柔性引才模式，不
断增强协同创新能力。 要坚持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联
防联治。 加快完善毗邻区县生态环保协作机制，协同推进生态
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共同创建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 要提
升公共服务，协同推进社会民生共建共享。 大力发展优质均衡
教育，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共建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扎实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指出，要聚焦组织保障，凝聚融入“双城圈”、建成“核
心区”强大合力。 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快构建决策、协调、执行三
级运作机制，深化与毗邻区县战略协同，协调解决跨区域合作
重大问题。 要激励干部作为，鲜明“
崇尚实干、注重实绩、群众公
认”用人导向，大胆选用一批在融入“双城圈”、建成“核心区”中
勇于担当、表现优秀的干部，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先行先试、敢闯善为。 要积极动员各方参与，加
强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增强公众认同感，营造全社会共同关
心、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逗硬督导考核，研究制定融入“双
城圈”、建成“核心区”监督指导机制，定期开展跟踪分析、效果
评估，确保各项工作部署高效推进、落到实处。
全会强调， 全县上下必须把学习贯彻落实县委十三届十七
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坚
定“担大任”的必胜信心，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征
程、夺取新胜利。 全面提升
“
迎大考”的能力本领，勤于用新理念
研究新情况，善于用新思路落实新任务，敢于用新举措开创新局
面。 全面强化
“
抓大事”的实干作风，干字当头、快字为先、好字为
要，全力推动县域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展现新变化、迈上新台阶。
全面激活“创大业”的生机动力，努力营造担当作为的干事创业
环境，坚决推动县委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全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的坚强
领导下，抢抓机遇、锐意进取，主动融入
“
双城圈”、全力建成
“
核心
区”，高质量推进县域集成改革，为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奋力争
（何努）
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江县委十三届十七次全会分组讨论侧记
9 月 24 日， 中共开江县委十三届十七次全会的全体参
会人员，分成 6 个小组，对县委书记罗建所做主题报告及会
议决定和会议公报进行了热烈讨论。
开江县委副书记王忠武发言时表示， 开江既是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的核心区， 又是全省 9 个集成改革试点
县之一，更迎来了开梁高速、成南达万高铁等重大项目，
我们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说了就干、干就干好，把全会
《决定（草案）》的各项蓝图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为加快实
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贡献自己
的力量。
参会人员熊涛发言说，全会《决定（草案）》提出构建“五

铁路”“五高速”“五快速”“五干线” 的十纵十横交通骨干网
络，将大大缩短县城与毗邻区县的交通时间，显著提升交通
承载能力，为开江经济腾飞提供有力的保障。
“全会提出了做强任市经济副中心‘双核驱动’战略，这
有利于加快形成‘产业支撑、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经济发展
新格局，进一步做优做强‘稻田 +’等产业，打造对渝交流合
作的‘桥头堡’。 ”参会人员李皓说。
讨论中，大家联系自身工作实际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一
致认为主题报告、决定、公报既全面深刻，又立足现实，把握住
了大时代脉博，透射出前瞻性，为保持开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唐富勇）
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催人奋进，鼓舞人心。

开融
县发改局作为经济 江
主管部门，必将与各地各
部门一道， 抢抓机遇、勇 各 入
立潮头， 促进理念事项 乡
化、思路项目化、工作具
“
体化， 化挑战为动力、化 镇 双
机遇为胜势，为建成万达 ︵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街
城
“核心节点城区”，加快实
现“两个定位”，奋力争创 道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 ︶ 圈
县贡献力量。
县
级”
雷雳
淙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部
建
淙城街道将紧紧围
绕开江县经济发展“双核 门
驱动”战略的核心增长极
这成
定位，加速推进“五区五
城”建设目标，在引领县 么
“
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好达州东向出川联动渝 看 核
万对外开放合作门户城
这
市的区位优势，强化万达
心
开毗邻城市合作交流，为 么
我县融入“双城圈”，建成
“
核心区”贡献淙城力量。 干 区
郑锡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

抢抓成渝“双城经济圈” 战略机
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行
“稻田 +”“果林 +”种养循环模式，高质
量建成“四个十万亩”产业基地，加快
建成万达开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打
造中国西部鱼米之乡、虾蟹之都。

程先君
普安镇党委书记
作为“双核驱动”中心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城普新区”“高铁新区”建
设的前沿阵地， 普安镇将积极为主城
发展拓展空间， 并充分利用产业承载
纵深及铁公交通优势， 努力建设成开
江县经济发展重镇、 特色产业强镇和
文化旅游名镇，全力以赴做出同“首位
镇”相适宜的工作成绩。

蒋兴芬
县文体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主动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与
万达开毗邻地区在“开放合作、资源共
享、协作联动”上共同发力，共建“养
心、养肺、养胃”精品旅游线路。 全面塑
造
“川东门户、生态开江”文旅品牌，努
力把开江建成川渝文化高地和成渝西
康养旅游目的地。

李伟
讲治镇党委书记
作为“一类镇”和“百强镇建设”试
点镇，讲治镇将抢抓重大历史机遇，立
足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围绕“一
乡两区三园”发展蓝图，加大友好合作
交流， 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努力建设成为万达开一体化示范
镇。
（宋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