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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
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近年来，梁平区政协坚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将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振兴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履职尽责的重点，通过调研报
告、专题协商等多种形式协商议政建言，
有力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
切实优化了梁平工业发展环境，展现出——
—

供给侧改革中的

政协智慧

委员提案 持 续 关 注
时值寒冬袁但梁平工
业园区内却处处机声轰
鸣袁随处可见装满货物的
车辆来回穿梭袁一派热火
朝天的生产场景遥
早上 8 点袁园区内重

助推供给侧改革袁 优化发展软
环境袁 一直是梁平区政协委员履职
关注的重点遥
2017 年袁 在该区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期间袁 第八委员小组以集体
提案形式袁提交了叶关于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袁 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用
水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建议曳遥
野市政府出台了 叶关于降低电气
价格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通知曳等文
件袁梁平区政府也及时制定下发了贯

下调的空间遥
为此袁委员们建议院区级相关部
门应认真梳理有关政策袁 逐项落实
到位曰借鉴外地经验袁制定出台重点
工业企业用电用气用水政策曰 共同
推进售电侧改革袁降低企业成本遥 同
时袁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供给侧改革
的宣传力度袁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袁继
续开展企业用电成本专项治理等袁
让企业真正享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带来的红利遥

彻落实文件袁明确提出要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袁 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袁
降低企业成本袁 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尧
转型升级遥冶委员们表示袁相关文件的
出台袁增添了大家对加快实体经济发
展的信心袁也将履职关注的重点聚焦
在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遥
经初步了解袁委员们发现袁在部
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袁 仍有
不少企业未能享受到供给侧改革带
来的红利袁 用电用气用水成本仍有

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九
厂生产经营部经理谭永

上工作服袁走进车间开始
了巡线视察工作遥 谭永勤
一脸笑容遥 他的好心情袁
源于梁平区政府去年下
发的一份叶关于降低梁平
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用电用气用水成本

为摸清底数尧 找准症结袁 提出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袁 去年 3 月袁
梁平区政协成立了专题调研组袁就
园区企业部分生产要素成本现状
开展调研遥
按照梁平区委尧区政府野关于降
低工业园区企业供水尧供电尧供气成
本及商品砼价格尧 渝万高速梁万段
通行费袁更好服务发展实体经济冶的
要求袁由区委尧区政协领导牵头袁区

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曳文

实在在的获得感遥

区供水用水尧供电用电尧供气用气等
现状袁 进一步了解供水及供气价格
形成机制尧 现行的电费政策等基本
情况后袁通过瞄着企业的野痛点冶查袁
盯着减负的野困难冶找袁与企业负责
人面对面谈困难袁 与区内的相应要
素保障单位谈对策等袁 历时 3 个多
月袁 最终较好地弄清了梁平工业园
区企业在部分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所
面临的问题遥

经信委尧发改委尧水务局尧交委尧工业
园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组成专题调
研组袁 先后深入梁平工业园区内的
平伟实业尧重啤九厂尧巨源不锈钢尧
福韵建材等 10 余家企业和相应要
素保障单位袁 重点就企业用水尧用
气尧 用电等 5 个方面的情况开展调
研座谈袁并赴万州尧渝北等地考察学
习遥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梁平工业园

联系实际 提 出 对 策

件遥 这看似普普通通的几
页纸袁却让企业感到了实

平伟光电二期厂区

专题调研 找 准 症 结

勤就到了办公室袁迅速换

经过梳理袁 梁平区政协调研组
最终形成了一份关于 野梁平工业园
区企业部分生产要素成本现状调
查冶的调研报告遥 报告全面深入地分
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袁 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意见建议遥
野通过与相关区县的简单对比袁
我区工业用水综合水价偏高袁 主要
原因是我区水源均为水库取水袁较
临近区县费用偏高遥 此外袁水厂规模
较小袁运行成本较高遥 冶报告建议袁逐
步消化城区水库超编人员和降低自
来水制水企业制水成本袁 鼓励园区

企业循环用水或更多使用原水等遥
在企业用电方面袁调研发现袁梁
平工业园区虽然被纳入了市级售电
侧改革的试点范畴袁 但改革试点涉
及面过窄遥 其次袁梁平工业园区还没
有享受市场化零售政策遥 此外袁全区
售电侧改革试点企业主体意识不强
等袁 也是导致梁平工业园区企业用
电成本偏高的原因遥 报告建议袁扩大
售电侧改革试点范围袁 完善电力服
务长效机制袁 建立政府奖励补贴机
制遥 同时袁采取野科学用电尧综合施
策尧一企一策冶等办法袁让园区工业

利财管道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企业用电成本得到有效降低遥
野工业园区内单个企业用气量
较小袁 按目前的规定不能享受优惠
政策遥 与此同时袁用气总量偏小的企
业分摊的成本却较高遥 建议比照重
啤九厂标准袁将日用气 1000 方以上
的园区企业纳入优惠 0.10 元/方的
供气范围袁真正实现供气尧用气双方
共赢遥 冶
野园区可引入相关能源服务公
司袁大力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袁为
园区企业实现降本减负遥 冶
噎噎
东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建言落地 企 业 获 利
调研报告报送到梁平区政府后袁区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袁赓即召开专题会研究细
化调研内容袁并在认真吸纳梁平区政协调
研成果的基础上袁下发了叶关于降低梁平
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电用气用
水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曳遥
叶通知曳从用水尧用电尧用气三方面袁提
出了降低园区企业生产成本的办法遥用电
方面袁工业园区内所有工业企业专变用户
渊含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用电户冤 综合用电
成本在 2016 年基础上平均降低 0.20 元/
千瓦时左右曰用气方面袁工业园区年日均
用气量 1000 立方米以上的工 业 企业 在

2016 年基础上降低 0.10 元/立方米曰用水
方面袁 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在 2016 年基础
上降低 0.20 元/吨遥
此外袁叶通知曳 还明确了组织领导尧责
任分工等袁并要求把此项工作的有效推进
列入督查内容袁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督查
检查袁对推进工作不力尧企业反映较大尧影
响面宽的袁要严肃提出通报批评并问责遥
一年来袁随着通知文件精神的深入贯
彻落实袁各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袁梁平从
水尧电尧气等多方面降低工业企业生产要
素成本袁全年为园区企业节约资金一千余
万元遥

园区发展 硕 果 累 累
正是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袁过去一
年袁梁平工业经济发展硕果累累遥
野集成电路尧生态塑料尧智能制造尧
绿色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形
成遥 冶野签订工业招商项目正式合同 65
个,引资 185 亿元遥 冶野平伟实业新型功
率半导体器件及集成电路封测生产线
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袁 杰伟 电子
GPP 芯片制造项目开工建设遥 梁平被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功率半导体封测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袁平伟实业正积极申
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遥冶野拟投资百亿元

的亿联智慧小镇项目签约落地袁融康包
装尧豪威尔塑胶等项目建成投产遥 冶野支
持张鸭子食品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尧加快
转型升级袁依托奇爽食品公司加快打造
闽商食品产业园遥冶野工业园区建成区面
积 10 平方公里袁入园企业 190 家袁工业
集群度 71.5%尧集中度 64.3%噎噎冶
梁平区政协主席周仁胜表示袁梁平
区政协将继续聚焦中心尧 服务大局袁持
续关注和助推梁平区工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袁 为振兴实体经济建更多真言袁
献更好实招遥
渊陈 巧冤

奇爽食品公司工人在加工柚子糖

梁平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