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充是个“谜”，这是记者一行到南充采访的第

一印象。

谜面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

上半年，四川省南充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023.8亿

元，同比增长0.4%。全市经济实现由负转正，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逐月回升态势——这个数据不得了。

谜面二：短短四年时间，从“建设成渝第二城”高

点起步，到“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乘势而上，再到“打

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这个实力不得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南充这座嘉陵江逶迤而过的

山水之城的谜面被一一解开。

产业作支撑助推大城崛起

2018年6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

支持南充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为南充未来发展指

明方向——机遇来了。

面对机遇，南充把握大势、顺势而为，提出建设

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最终打造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的发展目标。

目标有了，怎么办？

南充途径：依托汽车汽配、油气化工、丝纺服装、

现代物流、现代农业“五大千亿产业集群”，谋划推进

“产业年”行动，让一个个产业“扛大旗”“挑大梁”。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五大千亿产业集

群”产值突破145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1023.8亿

元，同比增长0.4%。

让支柱产业上演“激情与速度”。

在南充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座宏伟的汽车

城拔地而起，这就是占地1500余亩的吉利南充新

能源商用车研发生产项目。

时间回到6年前。

2014年8月14日，南充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

飞赴杭州，与吉利控股集团提出合作构想。经过20

轮谈判沟通，当年最后一天下午，吉利与南充市政

府正式签约。一期项目总投资70亿元，达产后可年

产新能源商用车10万台、燃气发动机5万台。

3年后的4月14日，南充、吉利达成二期项目合

作协议，计划投资68亿元，建设年产1万台清洁能

源客车和50万台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生产基

地。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

“吉利上演‘南充速度’，从侧面反映出南充培

育‘五大千亿产业集群’的决心和毅力。”南充市委

书记宋朝华表示，“今年以来，南充抓产业培育、集

群发展，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全市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层次不断提升。”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南充全市汽车汽配产业

产值达329.4亿元、油气化工产业产值达72.9亿元、

丝纺服装产业产值达175.2亿元、现代物流总产值

达278.99亿元、现代农业产业产值达601.1亿元。

让新兴产业在南充开拓新疆土。

南充高新技术产业园内的四川和泰光纤有限

公司，目前每天生产光纤约1万芯公里，这些光纤即

时销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国家电网等

企业。

“我们看中了南充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优质的营商

环境。”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周浩新说。

2017年9月，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通信光纤

及光棒生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南充。和泰光纤作

为行业领先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加工和销售光

纤光缆、光电缆辅助材料及工程材料、通信设备及

器材等。公司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至今，已生产光

纤近1000万芯公里，销售额已近2亿元。

随着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行业异军突起，新

兴产业正在成为南充新的经济增长点。南充大胆

提出，建立完善“五大百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

展工作推进机制，协调解决产业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实施“一企一策”，扶持培育优质战略

性新兴产业；通过制定“五大百亿战略性新兴产业”

年度行动计划，明确在各县市区分别打造主业突出

的特色子产业等。目前，南充全市“五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规上企业达75户。

今年上半年，南充新签约“五大百亿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23个、协议总投资103.6亿元。

项目为抓手筑牢大城基石

今年新年第一天，改造提升后的南充北湖公园

在万众期盼中整体亮相。

提升改造后的北湖公园，每天迎来络绎不绝的

南充市民游园观光；滨江大道、江东大道、西华大道

条条道路四季鲜花相伴、宽阔通畅；将军路嘉陵江

大桥、顺蓬营一级公路施工现场一片繁忙……

近年来，南充市委、市政府坚持项目主抓手、投

资总驱动，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产业项目、基础项

目、民生项目齐头并进，实现投资量、实物量、工作

量“三量齐增”，项目建设呈现可喜局面。

比如，集中力量办100件大事。2018年8月，

南充市委在六届八次全会上提出集中力量抓好100

件大事，100件大事成为南充市争创四川省经济副

中心的战略支撑。

9月26日，小雨中的清泉公园二期西入口处，

挖掘机满负荷运转开挖土石方，清淤车辆来回穿

梭，平整大气的西入口基础已初步成形。

作为南充100件大事之一的清泉公园建设项

目却雨天不歇工。该项目地处南充北部新城核心

区域，规划占地约960亩，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工程

已竣工，二期计划今年12月底竣工。

“目前，相关部门安排督导组全天驻守现场，科学

制定每天施工计划，实现定工期、定人员、定设备，将工

期进度、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等目标责任落实到具体

人员，确保项目推进天天有变化、周周有进展、月月有

形象。”清泉公园建设项目甲方代表庞柯宇表示。

四川省重点项目之一的南充高新区科创中心

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该项目作为南充市

顺庆区创新探索企业“拎包入驻”工业发展新模式

的“试验田”，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南充市委目标绩效管理办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月底，全市100件大事计划投资602.4亿元，实际完

成投资660.07亿元，超目标任务9.6个百分点。

项目从哪儿来？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南充

的答案是：瞄准重大项目，围绕“五大千亿产业集

群”“五大百亿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板块重大工

程项目”和100件大事等，精准出击大招商，引进一

批支撑性、带动性、战略性强的大项目。

项目落地，如何抓实？在项目推进上，全市坚

持将挂帅出征、挂图作战、挂责问效和月调度、季拉

练、年考核进行到底。同时，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始

终秉承“亲商、重商、富商”的理念，着力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营造优良的政务服务发展环境，提

供高效优质的要素保障，解决好项目建设“最先一

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倡导“随叫随到、不叫

不到、服务周到”理念，确保项目落地。

南充市委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市坚持盯住项目抓、围着项目转、扭住项目

干，采取定期明察、随机暗访、蹲点督导等方式，对

300个市重点项目开展常态化现场督查，实行“一月

一调度、一月一挂牌、一事一督导”。

“为确保工业经济指标稳在全省‘第一方阵’，

我们对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建设情况和去年新签工

业项目落地情况逐一梳理，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用

地、资金等具体问题，确保所有项目达到目标进度，

推动工业实物增加量不断壮大。”南充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充市委目标绩效管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下

一步工作中，市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将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聚焦聚力抓好主要经济指标的

运行监控，聚焦聚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的督查、督办，

较真碰硬，严格考核，坚决确保项目按目标进度推进。

打造山水田园之城为“金山银山”加码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

不到南充，不知道嘉陵江之美——嘉陵江，在

南充境内留下了“最柔美的身段”。

生态建设也是生产力。2017年以来，围绕打造

“居者自豪、来者依恋、闻者向往”的宜居宜业山水

田园城市的目标，南充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通过布局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构造大气秀丽、生

态宜居的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

让南充市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在秋意渐浓的9月，记者漫步于嘉陵江畔：在南充

市区，沿着江边公园小径散步，观园林美景，闻水鸟欢

歌；在阆中江边凭栏远望，暖阳和煦、清风拂面、江水澄

澈……南充城里处处是如诗似画一般的美景。

为了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打造宜居宜业环境，

增强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18年11月，印象嘉

陵江·清泉坝湿地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项目占地面

积60余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3亿元，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清泉坝音乐喷泉、雨水花园、生态护坡、滨江

湿地等。清泉坝湿地公园围绕“江的回忆”“江的味

道”“江的印记”三个主题，营造柔美江岸，唤醒市民

曾在江畔的美好时光记忆，最终达到“南充活力水

岸、绿色滨水客厅”的设计定位。

同为“印象嘉陵江、城市会客厅”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嘉陵区的印象嘉陵江·黄金江岸公园同样

迎来了美不胜收的秋景：绿地花丛纷繁满目，假山

怪石造型各异，阳光、微波、小桥、流水、长亭、芳草，

构成了一幅苏州园林式风格的水彩画卷。公园内，

亲水平台、跑道、骑行道、五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羽

毛球场、儿童游乐场等分布其中，孩子嬉戏、老人散

步、年轻人踢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让记者惊诧的是，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南充市区

嘉陵江畔，之前是一片长数公里、宽上百米的“野河

滩”，杂草丛生、卵石密布、蚊蝇滋生。

“我们引入社会资本17.9亿元，用了两年时间，

将这一区域打造成长约7公里的集亲水性、亲民性、

休闲性、生态性于一体的黄金江岸公园，建成后免

费对外开放。”嘉陵区政府负责人介绍。

“黄金江岸公园明显改善了嘉陵城区的生态环

境，提升了城市品位、城市形象和居住品质，现在的

嘉陵区跟前几年相比那是大变样了。”在江边锻炼

的嘉陵区居民王小敏感慨地说。

近年来，南充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做好生态建设这篇大文章，顺应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里子后面子”的思路，

过去3年，南充先后启动实施滨江大道、西华路、玉

带路、江东大道、东顺路等城市主干道地下管线、道

路路面、景观绿化、灯光亮化、建筑立面改造，实现

交通路网升级。一条条标致美化道路、特色文化商

业街区，以及会展中心、双创中心等城市地标拔地

而起，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骨架”不断拉大。

9月26日，入夜。记者漫步南充城区、嘉陵江两

岸，参天大树绿影婆娑，两岸高楼鳞次栉比，高楼、桥

梁、远山上的灯光秀闪烁光亮，一座名副其实的“城

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现代公园城市呼之欲出。

站在江东大道王府井音乐广场观景平台上，隔

江眺望对岸的顺庆城区，只见沿岸光影如带，万家

灯火倒映江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上中坝嘉陵江大

桥，她以桥体为轴，以三角斜拉索为画屏，在美丽的

嘉陵江上展开一幅巨幕图画。远看，她就像一位亭

亭玉立的少女，金色的斜拉钢索如同她巨大的裙

摆，在江风中起舞；又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倒映在波

光粼粼的江面，通过灯光变幻实现江、城、桥的立体

互动，嘉陵江在光与影中展露出最柔美的身段。

在印象嘉陵江·清泉坝湿地公园，迎着徐徐江

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姹紫嫣红、错落有致的灌木

林，缤纷多彩的鲜花丛，将整个公园装扮得光彩照

人。傍晚时分，不少市民相约漫步公园，移步易景，

满眼皆美，感受着这座滨水客厅的无限魅力。

南充之行，让记者破解了南充之谜——南充之

谜，谜底在于南充人的实干，能干，巧干；打造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在于730万南充人！

南充之“谜”
——看南充如何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

□石晓林童浩麟许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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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石化河南漯河石油分

公司党支部运用“五个一”工作法，每月

通过党员示范队、“师带徒”“大师傅”等

形式，创新下沉组织生活，及时解决基

层存在的问题。

“五个一”工作法，即基层调研一

次；政策法规解读一次；加油站风险识

别一次；经营管理建议提报一次；微腐

败专项治理一次。该公司党支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把“抓党政同力形成一盘棋、

抓思想形势教育聚成一条心、抓支部堡

垒作用带动一群人、抓党员示范树立一

面旗、抓素质提升凝成一股劲、抓清风

漯河拧成一条绳”作为党建发力点和着

力点，以“管理服务提升”活动、复工复产

为契机，推行“五个一”工作法，树立“基

层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线缺什么

就培训什么”的理念，打造凝心聚力的

和谐企业生态。

聚焦“五个一”工作法，该公司党支

部紧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又着眼

公司经营发展实际，以持续攻坚创效为

主题进行大讨论活动，查短板，定措施，

明职责，严考核，重兑现。同时，严格落

实规定动作，增强活动庄重感和仪式感，

强化党员身份意识。创新主题党日，下

沉组织生活到加油站，积极开展理论学

习、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夯实“党

建+”思想基础，并按照“四个对接”“四个

融合”工作实践要求，打破党务、业务分

割的惯性思维，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履行

好分管范围内的业务工作职责，又要履

行好党建、安全质量环保、作风廉洁、队

伍稳定、文化宣传等职责。

“下一步，不断完善党建工作深入

融入生产经营管理具体实践，丰富‘五

个一’工作法，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升级，以党建高质量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用经营业绩展示党建成效，构筑漯

河石油精气神。”该公司党支部负责人

表示。 （王书要）

近年来，林州市桂园街道办事处京

林社区党支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建

统领社区各项工作，以社区党群服务便

民中心为依托，以“五心”服务为抓手，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京林社区成立于2018年2月，为做

好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社区党支部开

展了长达一个月的调研研究，制定了符

合社区实际的党建工作机制，以“五心”

服务（用心服务，打造幸福小区；齐心服

务，共建美好小区；爱心服务，营造温暖

小区；热心服务，构建和谐社区；专心服

务，创建文明小区）为内容，全面推进社

区治理的工作思路，在小区设立党群服

务便民中心，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管

理、治理的衔接问题。

在“五心”服务中，京林社区党支部

对具有一定服务技能的小区物业人员

和居民登记掌握，为居民开展应急、帮扶

等各项免费服务，让居民居住无忧。在

社区治理中，该社区党支部以“夯实固牢

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幸福美好社区”为目

标，坚持做到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服

务、管理、治理融合。今年以来，该社区

党支部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7起，调解

成功率100%。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国鹏）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吴振洲

文峰乡组建产业党建联盟两个，整乡

发展香菇产业，31个村集体经济全部“清

零”；辛安镇采取“强强联合、以强带弱”的

方式，整镇“抱团发展”，涌现出刘庄村等一

批省级、市级示范村；马村乡坚持党建引

领，将下辖的村分类统一整合，开展蔬菜种

植，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达14个……

10月11日，在舞阳县一份村集体经济发

展进度表上，一组组数据展示该县村集体

经济发展成效。

近年来，舞阳县以实施“融合党建先

锋工程”为总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把推进村集体经济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以破解村集体经济主体

“呆板”、要素制约、基础薄弱等难点为突破

口，通过推行“光伏扶贫”“产业带动”等六

种模式，整乡推进、整县提升村集体经济，

全县398个村集体经济全部“清零”，年收

入5万元以上的村达339个，村集体经济

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重大突破。

该县把培育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县、

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一把手工程”，研究

制定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实施意见，采取扶

持、发展与监管“三管齐下”的方式，成立以

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高规格领导小组，探索

建立融合党建引领、综合协调服务、专项资

金扶持、资产监管和风险防控等机制，为发

展村集体经济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在此基础上，舞阳县以实施项目管理

为抓手，把培育发展村集体经济列入基层

党建重点项目，组织基层党组织领办，作

为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内容，

夯实责任、明确目标，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构建起了县委主导、乡镇主责、村级主

抓的责任体系，有力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与此同时，该县大力实施“领头雁”培

优工程，持续对乡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三个书记”和村“两委”

干部、党员、村级后备干部“三支队伍”开展

全员培训，村级带头人队伍素质能力大幅度

提升，其中，608名致富能人入选村“两委”

班子，239名政治过硬、带富能力强的村党

组织书记领办创办实体经济300多个。

舞阳县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扶贫产

业带动作用，先后投入各类项目资金6900

万元，建设产业基地110多个，带动村集体

经济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在这其中，该县

探索推行“村集体+企业+合作社”经营模

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投入8.9亿元参与村

集体经济发展，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

截至目前，舞阳县先后建成产业党建

联盟6个、临时党组织38个、党员先锋岗

567个，辐射带动全县建成乡镇产业园区

38个、村级产业基地210个、种养基地30

个，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

庭农场1400多家，为村集体经济的长远

发展夯实了基础。

“真没想到村党组织书记‘亮赛比、创

五星’主题论坛能开进村‘两委’干部培训

班中。”10月12日，正在中牟县委党校参

加村干部轮训的青年路街道民主街村党

委书记高二培连连称赞，“这种形式非常

好。回去我要把今天听的讲给我们村干

部，争取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当天，中牟县在县委党校举办基层党

组织书记“亮赛比、创五星”主题论坛，并

作为村“两委”干部培训班的压轴活动进

行。论坛上，6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现场

说法、集中宣讲，分享乡村振兴“发展经”

和抓村治村“金点子”，为现场360余名村

“两委”干部带来一场“学习盛宴”。

今年以来，中牟县将“亮赛比、创五

星”活动与“挂图作战、集中攻坚”行动和

即将开展的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度结

合，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热

情，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以党

建高质量发展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中牟县委组织部李昭

舞阳县 党建引领推动村集体经济“蝶变”

中牟县主题论坛
开进村干部培训班

中石化河南漯河石油分公司党支部

“五个一”工作法提升党建活力

林州市桂园街道京林社区党支部

“五心”服务凝聚民心

为进一步做实做好“双报到”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党员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10月9日，国网灵宝市供电

公司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思平社区，开展“双报到”暨“三电三进”主题宣传活动。 侯碧梁炯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