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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立
东）1月31日至2月4日，省级领导干部和市厅
级主要负责同志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读书
班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王晓晖在开班式上作
主题报告，并在结业式上作结业讲话。他强调，
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
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的二十大决
策部署在四川具体化，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
乡融合、五区共兴”战略部署，奋力写好中国式
现代化的四川篇章。

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主持开班式和结业
式，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

王晓晖在主题报告中首先对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行了梳理和领学。他指出，党的二十大精
神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必须反复研读、深入思
考、全面把握、吃透核心要义。学深悟透党的二
十大精神，要着重把握好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把
握好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
革，把握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的深刻论述，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
涵，把握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部署，把握
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
署，在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领导干部
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示范带动广
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行，做到知行合一、学以
致用。全面学习就是要读原文、悟原理，原原本
本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并联系新时代10年伟大变
革和四川发展进步，不断加深认识理解。全面
把握就是要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反复揣摩，
既领会党的二十大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
上的深邃思考，又把握其目标上部署上的科学
设定和工作上的战略安排，从中找方向、找方
法、找思路、找遵循，并贯穿和运用到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就是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谋划和推动本地本部门工作
都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对标党的二
十大确立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围绕省委十
二届二次全会确立的总牵引、总抓手、总思路，
紧扣实际拿出细化落实的具体方案，一步一个
脚印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本地本部门
落到实处、终端见效。

随后，王晓晖围绕推动党的二十大决策部
署在四川具体化、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
川篇章、强化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和支
撑保障进行深入阐述。他指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
作出的重大抉择。站在更高起点谋划未来发
展，在新的征程上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如何写
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是我们必须回答
的重大时代课题。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分析我省发展实际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
区共兴”统揽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这是贯彻中
央精神、立足省情特征、着眼长远发展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
务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我们要不断加深理解、深化认识，切实增强贯彻
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王晓晖指出，推动“四化同步”发展，要坚持
把新型工业化作为主引擎，坚持工业兴省，大力
实施制造强省战略，聚焦优势突出、成长性好的
重点领域，把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统筹起来，集
中资源、精准发力，全力实施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食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六
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培育更多的千亿企
业、万亿集群，让工业真正扛起大旗、挑起大梁；
扎实推动工业与服务业联动发展，强化服务业
功能，形成“四川制造”与“四川服务”相得益彰
效应。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以“5G+工业互联网”推动传统制造装备联网、

关键工序数控化，全面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能力，
为四川工业腾飞插上信息化翅膀；建好用好国
字号科技创新平台和国省实验室体系，以揭榜
挂帅等方式开展研究创新，让更多的创新成果
从纸上到地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推动
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处理好人、产、
城之间的关系，把人本理念作为城市规划的起
点，以充满活力的产业集聚人才、以高效优质的
治理服务人才；把产业园区作为城镇空间拓展
区和经济发展增长点，以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
增强支撑产业发展，以产业的增长提升城镇就
业吸附能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城镇功能
和产业能级。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
相互协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大力推动农业生
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
构”，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式发展，推动生猪
等畜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保障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农业集约化、标准
化、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

王晓晖指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努力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形成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在农村的留得
安心。要以改革办法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障碍，
聚焦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等重点领域，多从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加大改革力度，以实
践创新引领改革创新，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路径。要持续推动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动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向农村下沉、向农民倾斜，推动关键
设施城乡同质同标，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同
轨同享。要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突出乡土特征、文化特质、地域特点，注意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统筹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重点工
作。要发挥县域联动城乡经济的重要作用，分
类引导大城市周边县城加快发展、专业功能县
城差异化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合理发展、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有序发展、人口流失县城

转型发展，加快把县域打造成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桥头堡。

王晓晖指出，推动“五区共兴”发展，要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立足各地资
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因地制宜推动领先发展、特
色发展、携手发展。优势地区要领先发展，成都
要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持续提升核心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
动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壮
大产业规模、提升城市能级，争取形成经济规模
较大的中等经济体；推动国省新区和各类高新
区、经开区加快发展，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
点。五大片区要坚持特色发展，成都平原经济
区要聚焦全域一体化目标，全面提升区域发展
能级；川南经济区要主动承担四川南向开放门
户枢纽作用，打造全省经济增长第二极；川东北
经济区要用好红色、绿色、特色三大资源，加快
打造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和绿色产业
示范基地；攀西经济区要擦亮国家战略资源创
新开发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加快推动安宁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川西北生态示范区要把保护
修复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努力走在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前列。先发和后发地区要携
手发展，建立省内先发地区、部门、企业与欠发
达地区结对共富机制，“一县一策”“一区一策”
制定差别化政策，把更多资源力量精准投放到
欠发达地区和丘陵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弯道
超车、迎头赶上。

王晓晖指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写
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是一项涉及各个
领域、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筑牢政策支撑，强化系统观念，坚
持守正创新，弘扬清风正气，最大限度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力量和资源向现
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大局聚焦，共同把宏伟蓝图
变为美好现实。

王晓晖在结业讲话中指出，写好中国式现
代化的四川篇章，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历史使命，

也是必须担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各地各部门要
紧扣实际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明确工
作重点、主攻方向、实施路径，弹好“同步”之调，
做足“融合”之功，唱响“共兴”之歌，推动新时代
新征程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王晓晖强调，今年是开局起步之年，做好今
年工作尤为重要。开年以来特别是春节期间我
省经济迎来强劲复苏势头，不断向好的发展指
标，折射出我省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我们
必须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踔厉奋发，加力加劲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我们有这个信心决心。这
个信心源于我省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源于我
省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源于当前发展呈现的
良好势头。推动经济稳步回升，我们必须紧盯
重大部署狠抓落实。要紧盯消费抓恢复提振，
紧盯项目抓投资促进，紧盯外贸抓增量提质，紧
盯市场主体抓营商环境，紧盯农业抓稳产保供，
紧盯安全抓风险防范，不断巩固好当前经济复
苏的良好势头，努力在加快奔跑中抢占先机。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需要我们以拼的精神、闯的
劲头苦干实干。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
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发展不等人，一步慢
则步步慢，快一步就胜一筹。各地各部门要把
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发展的实际成
效，拿出“开年就开跑”、“起步即冲刺”的劲头，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确
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读书班期间，开展了分组学习研讨，邀请中
央党校专家作专题辅导；省委常委同志分别作
主题发言，结合分管领域谈体会和工作打算。
结业式上，各组就学习讨论情况作汇报发言。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市（州）党委政
府、省直各部门（单位）和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
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读书班。

（原载2月5日《四川日报》）

王晓晖在省级领导干部和市厅级主要负责同志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读书班上强调

推动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在四川具体化
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

黄强主持开班式结业式 田向利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清）工业挑大梁，
制造业扛大旗。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10.1%，分别高于全国、全省6.5、6.3
个百分点，是十九年来（2004年以来）高
于全省最多的一年，增速连续两年居全
省第4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2233.9亿元、增长10.8%；利润总额
528.7亿元、增长73.7%，利润增速持续
18个月居全省第1位。

2022年，面对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
形势，我市树牢“拼经济首要的是拼实
体经济，搞建设关键的是搞项目建设”
理念，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发力，成立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业稳增长工作两
个专班，重点抓经济运行、抓项目建设、
抓企业培育、抓要素保障，形成全市上
下“一盘棋”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强大
合力。出台《乐山市工业稳增长若干政

策》《乐山市推进新型工业化专班工作
方案》等，不折不扣落实好稳经济系列
政策措施，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
向好、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产业规模显著提升。全年规上工业
总产值增长13.3%，五大产业集群产值
1837亿元、增长25.8%。其中，光电信
息产值837.21亿元、增长119.51%，绿色
化工产值339.11亿元、增长24.23%。工
业销售收入增长33.6%，其中制造业销
售收入增长36%。全市工业增值税增
长70.2%，增速居全省第1位，制造业质
量竞争力指数跃居全省第5位。工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36.1%、制造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30.9%，分别比上年提
高0.7、1.7个百分点。

中国绿色硅谷集聚成势。坚定不移
实施晶硅光伏产业“头号工程”，晶硅光
伏产业纳入全省首批特色优势产业试
点。目前，全球晶硅光伏产业前10强企
业中已有5家在乐投资兴业，在乐重点
光伏企业已达 11 家，现有在建项目 6
个、在谈项目9个。现已形成20.3万吨
高纯晶硅、45GW拉棒切方和16GW硅

片的年生产能力，晶硅光伏全产业链发
展态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首个产能超
10万吨的高纯晶硅生产基地。全年晶
硅光伏产业实现产值698.6亿元、增长
198.6%，产能规模已超1000亿元。

工业投资增添动能。全年工业投资
增长12.7%，高于全省2个百分点。19
个省重点、76个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
资127.3亿元、285亿元，占年度投资任
务的116.2%、128.8%。协鑫10万吨颗
粒硅、德胜1250m3高炉产能置换、永祥
光伏科技15GW拉棒切方等38个重大
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永祥能源科技一期
12万吨高纯晶硅、万华禾香生态家居一
体化等42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新签
约制造业项目 72个、总投资 1333.1 亿
元，其中超百亿级项目5个。

园区建设提质增效。聚焦加快建设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全年工业园区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6.97亿元，重点推
进园区道路、电力、燃气、供水等基础设
施建设，园区承载能力全面提升。其中
五通桥新型工业基地红云、大观楼220
千伏变电站和红豆、楠木湾110千伏变

电站建成投运，乐山南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开工建设。全市工业园区建成区
面积达63.85平方公里，入驻规上工业
企业357户，营业收入、税收收入分别增
长4.6%、12.1%。

助企服务成效显著。实施升规培育
专项行动，出台转企升规“15条措施”，引
领政策、资源、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实施工矿企业专项帮扶行动，市县两级
成立帮扶队伍37支、535人，“一对一”下
沉企业一线，协调解决企业融资贷款、物
流运输、用电用气等问题450余个，为企
业优惠电费26.93亿元、铁路运费8501
万元，兑现电价补贴2.04亿元，清偿民营
中小企业欠款1.42亿元，降低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全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5
户，新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户、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户、创新型中小企
业17户，企业培育取得丰硕成果。

2022 年，我市打出稳增长“组合
拳”，全市工业经受住了多重超预期因
素的冲击考验，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展现较强增长韧性，为实现2023年

“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工业挑大梁 制造业扛大旗

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省第4位

本报讯（记者 祝贺）连日来，嘉州大
地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处处都是一片

“争春”的繁忙景象。日前，记者走进金口
河区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
站建设项目现场，看到建设者们开足马
力抢工期，瞄准节点赶进度，一个个忙碌
的身影，汇聚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在枕头坝二级水电站项目施工现

场，各个作业面上机器轰鸣、对讲机声
问答有序、运输车辆有条不紊，呈现出
一片大干景象。据枕头坝二级水电站
施工单位生产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枕头坝二级水电站一期导流工程泄洪
闸最高浇筑至583米高程，主体工程混
凝土累计浇筑17万立方米，完成74%。

在沙坪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现场，

工人们“马力”全开，处处都是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沙
坪一级水电站一期导流工程泄洪闸最高
浇筑至555米高程，主体工程混凝土累
积浇筑9万立方米，完成34%，胶结砂砾
石累计浇筑12万立方米，完成51%。

这是我市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鼻
子”，加快重大项目开工步伐，推进各地
重大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日前，记者
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该部门围绕

“重大产业项目提升年”工作主基点，打
出政策“组合拳”精准赋能，综合协调重

点项目各项工作，为项目推进“鼓足劲、
加好油”。

通过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重大项
目视频调度会，进一步落实要素保障，
确保项目投资在一季度开好局、起好
步，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
础。确定发布我市重大项目300个，涵
盖新开工项目107个，续建项目156个，
加快前期37个，总投资超6000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超700亿元；22个项目成功
申报成为省重点项目，目前全部按时序
加速推进。

市发展改革委：打出政策“组合拳”项目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罗学锋 陈兴鑫
文/图）昨（5）日下午，峨边彝族自治
县背峰山广场，一场别具特色的传
统民俗展演吸引人们眼球，腰鼓、
龙灯、狮子灯、扭连扭以及“甘嫫阿
妞”艺术团汉服和彝族服饰展演依
次上场，引人入胜。

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2月4日、5日，峨边彝族自治
县举行了以“百姓元宵喜乐荟 潮兔
庆春闹闹闹”为主题的元宵节系列
活动。

传统民俗展演让观众大饱眼
福，百姓音乐会则为观众送上丰盛
的音乐歌舞大餐，既有彝族歌曲

《库史啦》《要走的阿老表》《甘嫫阿
妞》，还有月琴演奏《峨边小调》。
猜灯谜活动现场掀起阵阵高潮，围
绕文学、历史、自然等知识在步行
街设置的300个灯谜，猜中灯谜的
群众胸有成竹，挤在领奖台前兑
奖。包汤圆、煮汤圆、吃汤圆，各个
餐饮摊点前排起了长龙，豆腐脑、
蛋烘糕、糖葫芦、烤土豆各色美食
琳琅满目，让人垂涎欲滴。

“传统民俗文化精彩纷呈，热
闹得很，年味又回来了。”家住东
风新城的居民晓红说道，县城日
新月异，高铁通到家门口，游客
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峨边：百姓元宵喜乐荟

传统民俗展演吸引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