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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访谈·石柱县

党 的 十 九 大
和市委五届三次
全会胜利召开后，
作为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的石柱，
如何把中央精神
和市委要求落地，
围绕“转型康养、
绿色崛起”发展主
题，如期高质量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
近日，重庆日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
左军。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左军：

实现“转型康养、绿色崛起”

▲石柱农民新村。 通讯员 吴新民 摄 ▲石柱莼菜基地。 （石柱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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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银装素裹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冷水镇八龙村碓窝坝组人气火旺，石柱

“Let's go游乐世界”冰雪运动游乐场正式开
门迎客。

“这个‘Let's go游乐世界’的开业，正式启
动了首届石柱欢乐冰雪旅游季，也标志着石柱康
养旅游再度实现升级。”石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往外地人谈起石柱的旅游产业，大多想到的是
夏季黄水避暑。如今，石柱正如火如荼打造的康
养旅游产业，构建了“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秋季观
林、冬季滑雪”的四季旅游产品新格局。

近年来，石柱立足于美丽的自然风光，优
质的特色农业、独特的土家风情，以及便利的
现代交通四大资源优势，倡导绿色发展，以康
养破题，走出了一条康养旅游引领大康养产
业，建设全域康养胜地的特色发展之路。

“目前，大康养产业派生出了观养、住养、动
养、文养、疗养、食养六种健康养生模式。康养
旅游在我县已成蓬勃发展的态势。”该负责人介
绍，2017年，石柱县积极争取各方投资近40亿
元，推动了13个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与此同时，
还强力开展招商争资，围绕四季旅游、康养旅游
主题策划包装了冷水康养特色小镇、中国土司
城等46个招商引资项目。

以“Let's go游乐世界”项目为例。这个
以“森林康养，四季游乐”为主题的游乐园，将
打造出山地运动欢乐谷、森林休闲康养园、生
态体验服务区和原真森林探秘境。该项目总
体规划面积6000余亩，将打造成5A级旅游景

区。其中，游乐场滑雪场地面积10万平方米，
包含戏雪乐园区、雪圈运动区和初级道、中级
道、高级道；水上乐园1.3万平方米，可蓄水3.5
万立方米；滑具大厅8000余平方米，可同时接
纳5300名游客参与滑雪滑草运动。

在此次冰雪旅游季上，“Let's go游乐世
界”将民俗活动与滑雪竞技活动相结合，设置了
传统的年猪宴、轿夫号子等当地特色民俗活动，
以及高山滑雪、雪上飞碟、雪地摩托车等独特冰
雪体验项目。开业短短几天时间，石柱冰雪运
动游乐场就吸引近20000名游客前来赏雪滑
雪，在寒冬里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2017年，石柱县接待游客822万人次，创旅
游综合收入50.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1%、
46.78%，黄水旅游区单日游客量突破18.5万人
次，黄水旅游度假区成为游客心中首选避暑胜
地，石柱县成为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

“2018年是石柱县康养休闲生态旅游业品
牌建设年、产品建设年和宣传营销年。”石柱县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将紧紧围绕打造
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以

“转型康养、绿色崛起”为主题，以大风堡—太
阳湖5A景区、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等品牌创建为抓手，强化项目建
设，提升景区品质，举办系列活动，精准宣传
营销，促进全域旅游、康养旅游、四季旅游加
速发展。其中，该县将重点招商开发中国土
司城、大风堡—太阳湖提档升级、冷水康养小
镇、雪原温泉、中益民宿等项目。

石柱康养旅游，不只避暑那么简单
去年康养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请问石柱是如何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左军：中央有部署，市委有要求，石柱就
要有具体行动。我们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
的政治任务，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组建县委宣讲组和“六进”宣讲队，尤其
是采用土家啰儿调、“三句半”和农村广播等
喜闻乐见的方式，在群众当中广泛宣传，做
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
们对标对表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突出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符合
县情实际的贯彻落实措施，确保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石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重庆日报记者：大学习，是为了大落实。
石柱正走上一条绿色生态的康养之路，那我
们怎样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左军：近年来，我们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是深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认真落
实“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县城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到92%；二是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补绿增绿活动，去年新增营造林25万
亩，全县森林面积达251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57.4%。石柱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
县”“全国绿色小康县”称号；三是全面推行
河长制，加强29条县级河流、38座水库水生
态治理管控；四是加快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执法
监管，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意见全面完
成整改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那我们是怎样利用独特
的绿色资源来促进发展的呢，有没有什么创
新的举措？

左军：我们确立了“转型康养、绿色崛
起”发展主题，提出了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
养经济、建设“康养石柱”的思路，把以“观
养、住养、动养、文养、疗养、食养”为重点的

“大康养”产业，作为石柱发展的第一牵引产
业。以石柱很具代表性的中药材——黄连
为例，石柱是“中国黄连之乡”，黄连产量占
全国60%、世界40%，黄连正是康养经济中

“疗养”的重要产业项目。
具体工作中，一是坚持规划引领，高水

平、高起点实施“六养”方案，做到推进工作项
目化、清单化、具体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二是依托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完善康养
标准体系、指标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康养产
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三是以实施全域旅游为
主线，创建大风堡—太阳湖国家5A级景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三个国字号”旅游品牌，推进七曜山国家
地质公园、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中国土司城
等重大旅游项目建设，实施产业、文化、交通
设施覆盖景区工程，开发一批“四季游”“时令
游”产品；四是以创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
地县”为抓手，加快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着力
打造“源味石柱”区域公用品牌；五是以黄水、
冷水、中益等特色小镇为示范，策划并打造一
批以产业为核心的康养集镇群、特色村，不断
扩大“康养石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
断，下一步，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
领，加快构建康养产业体系，力争到2021年

“大康养”经济占GDP比重达到50%以上。
重庆日报记者：地处武陵山区的石柱，是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我市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之一，这场硬战，怎么打？

左军：今年是我县脱贫“摘帽”的决战决胜
之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我们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
深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村“三变”改革、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及住房安稳“三项工作”为主
抓手，下足“绣花”功夫，提高脱贫质量。

重庆日报记者：脱贫攻坚，需要拼劲韧
劲，也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我们知道，脱贫
攻坚行动以来，石柱已先后实现了 65 个贫
困村、5万多人贫困人口脱贫，但余下的，是
更难攻克的深度贫困“堡垒”，我们具体怎样
来打赢这场硬战？

左军：一是贯彻“六个精准”要求，对标对
表“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花大力气推进“六
个到户”，“两不愁”保障到户、住房安稳保障
到户、教育资助保障到户、医疗救助保障到
户、收入达标保障到户、人居环境整治到户等

“六个到户”，精准解决贫困群众具体困难，让
每一个贫困群众基本生活有着落有保障。

二是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结
合，以“四个深度发力”为抓手，加快建设美
丽乡村。深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保到今
年底村民小组通达率达到100%、通畅率达
到7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8%；深度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计划投入6.5亿元用于
结构调整，力争到2020年全县粮经种植比
例调整为3：7；深度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启动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并逐步在全
县推广，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
值；深度落实各项扶贫惠民政策，狠抓教育、
医疗等惠民政策落地，把政策“含金量”转化
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三是紧盯时间节点，制定脱贫攻坚路线
图、任务书、时间表，做到任务明晰、工期明
确、责任到位。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责任体系，建
立“组长令”、常态化督查、“大比武”等工作
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本组稿件均由本报首席记者汤艳娟采写

渝北：踏平崎岖成大道 从此阡陌变通途
——写在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开工之际

1月10日，冬日的朝阳，透过薄雾照耀在
黄岭村的土地上，温暖而美丽。

这是一个渝北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历程
中的重要日子，也是统景、石船镇广大群众期
待和庆贺的日子。

备受全区人民关注的两江大道北延伸段
工程开工建设了！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的开工建设，将架起龙
兴工业园到统景风景区的“大通道”；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的开工建设，将承载渝
北东部片区乡村振兴、百姓致富的梦想；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的开工建设，是渝北区
全面实施交通建设提升行动的冲锋号和动员
令；打响了渝北区2018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大会战的第一枪！

响应群众呼声
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

“统景到石船、龙兴，仍只有那条老旧的盘
山路，群众出行多有不便。建议把两江大道修
到统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两江大道向北延伸，将有利于形成集龙兴两
江国际影视城、石船瓜果村和统景温泉风景区为一
体的旅游集群，对沿线做大做强旅游业非常关键”；

“建议加快建设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工程，
充分发挥两江新区对石船到统景沿线的辐射
带动作用”……

2017年初的渝北区“两会”，来自统景镇、
石船镇的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通过议案、
建议和提案等，代表当地广大群众呼吁：建设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工程。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2月8日，经该区第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次主任会议审议，《关于
全面启动并加快两江大道至统景镇延伸段建设
的议案(转建议)》被列为当年的重点建议，由区委
相关领导牵头督办，由区交委等单位具体承办。

百姓有期盼、基层有呼声，区委、区政府有
回应。一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两
江大道北延伸段项目，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协调、研究项目有关事宜，提出许多指导
意见和具体要求。为推进项目建设，渝北区专
门成立南北大道（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建设指
挥部，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勇任指挥长，
区政府副区长颜其勇任常务副指挥长，落实专
人全程跟踪服务项目建设。

经过全面细致的前期工作，1月10日上午
10时，鞭炮声响，机车轰鸣，两江大道北延伸
段工程启动建设。

早早来到现场见证这一时刻的当地群众，
自发地在彩带下、鞭炮声中鼓掌、欢呼。

架起发展通途
为乡村振兴“逢山开路”

要致富，先修路。一个区域的发展，总是离

不开通畅的道路和便捷的交通。
一条路，连起一片景，盘活三个镇，福泽数

万人。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工程就是这样的一条路

——
区交委主任罗正道介绍，两江大道北延伸

段项目位于龙兴镇东侧，道路起点接规划的两
江大道二期终点，往北止于统景城镇东风大桥
附近，顺接G351。项目立项总投资约 19.92
亿，路线全长约 12.811 公里，其中主线长约
10.053公里，连接线长约2.758公里，设计速度
60公里/小时。

具体而言，大道起点至三环下穿段采用
一级公路（兼具城市道路功能）标准建设，路
基宽度44米，双向八车道，长约2.5公里；三
环下穿至新统大路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宽度 23 米，双向四车道，长约 4.973 公
里；新统大路至终点采用一级公路（兼具城市
道路功能）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双向四
车道，长约2.58公里。沿线有4座桥梁，1座
隧道。

统景镇党委书记郭志远说，两江大道北延
伸段工程的开工，对统景镇加快建设特色小镇
意义重大。他说，该道路进一步缩短统景的温
泉、李花、柑橘等旅游资源与城区的距离，是促
进统景、大盛片区与两江新区实现快速联系、
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同时也是推动渝北
东部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脉。

“完善了片区路网结构、增强了三环辐射
能力。”石船镇党委书记江礼元说，道路修通
后，可借助两江新区龙石片区的开发力度，带
动石船、统景、大盛、大湾的特色农业发展，促
进渝北区大面积农村地区与两江新区的协同
发展，为渝北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
础。

交通提升行动
将新建改建“十纵十横”

“开门必须红，头炮必须响。”
1月10日下午，在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开工

的振奋消息下，渝北区交通建设提升行动动员
会召开，全面部署渝北区交通大建设大提升各
项工作——

为抢抓重庆市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战略行动机遇，提升渝北区运输服务供给能力，
补齐全区普通公路技术等级短板，强化渝北对
外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实现渝北区交通基础
设施未来三年跨越式发展，区委、区政府决定实
施交通建设提升行动，计划决定筹集100亿元，
用2年左右时间，新建改建“十纵十横”骨架路
及旅游道路600公里，建成四好农村路750公
里，彻底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为渝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建设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提供有力交
通保障。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以“交通进村入户、

助推精准扶贫”为统揽，继续拓展村社级道路
硬化工程，实施硬化路600公里，打通群众出

行“最后一公里”，实现村民小组通畅率

100%。“十纵十横”是以国省干线公路为骨

架，规划县道为补充，依托高速公路网络，全

面打造骨架等级路网，包括完成南北大道、两

江大道，洛碛货站、渝长高速连接道等，以及

实施国省道升级改造工程，使国道二级路以

上比例达到95%，省道三级路以上比例达到

100%。其余“十纵十横”骨架路中“三环十

景”主要环线按805米宽二级标准进行建设，

其余道路按8米宽三级路标准建设，建设总

里程约330公里，建成通畅便捷、互联互通、

舒适安全、经济绿色的综合交通体系，提供适

度超前的交通服务能力。

罗正道介绍，除实施“十纵十横”骨架路、四

好农村路建设外，渝北区还将总投资约265亿

元，全面完成渝北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及洛碛码

头一期工程建设，到2020年，全面形成“一环四

射四支”铁路网、“三环五射”高速路网，初步形

成长江上游铁、公、水、空联运枢纽体系。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交通建设提升行动，

便是渝北区在2018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又

一新起点。

王彩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