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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沿着双桂大道延
伸段走近梁平机场，每天不断起降
的固定翼飞机成了这个城市新的
风景线。

作为第一家入驻机场的企业，
四川龙浩飞行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雪提起这两年机场的改
变感叹不已：“从一个几乎废弃的
军用机场，到一个现代、完善的通
航基地，只用了两年时间。”也正是
这种迅速的改变，坚定了他入驻落
户的信心。

据重庆梁都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川龙
浩飞行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在梁平
机场审批投用的第一时间完成了
入驻。目前该公司带领6架航空
器，在机场内开展民航飞行员培训
业务。截至2021年4月，已累计完
成飞行小时2349小时，飞机起降
10268架次，预计2021年底航空器
将增至12架，飞行小时数将达到
10000小时以上。

“企业的快速入驻和成功运
营，离不开梁平对机场项目的强力
推进。”作为合作方重庆通用航空
产业集团机场有限公司派驻到梁
都集团梁平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谢勇一言道出真相。据他
介绍，从2018年7月梁平机场获批
开展通用航空业务，到2020年8月
28日取得西南民航管理局颁发的
A1类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梁平区不仅完成
了所有的手续推进，更是在这一重
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快速完成了机
场围界、危房拆除、道面修补及划
线、塔台整治、新建机场大门和维
修机库、通信导航及气象自观设备
采购等系列工程，为机场运营提供
了坚实基础。

“栽好梧桐树，自然引得凤凰来。”据谢勇介绍，
截至目前，除四川龙浩外，还有3家企业完成入
驻。其中，重庆九州神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主要开
展体验类飞行培训、低空游览，现有航空器2架，飞
行小时数累计达300小时，预计2021年底飞行小
时数将达500小时；深圳研航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开
展高空跳伞及单人跳伞培训项目，预计2021年底
实现跳伞人数1000人次；重庆九天石油有限公司
主要为梁平机场驻场企业提供燃油供应保障。除
此之外，还有6家通航企业已达成入驻意向。

“随着梁平机场通航业态的不断丰富，人气聚
集及影响力的提升，梁平还将不断加快梁平机场通
航产业配套产业链的步伐。”重庆梁都建设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梁平区还将
利用梁平机场曾经是二战时期“飞虎队”反法西斯
主战场及“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成长摇篮的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创建“航空航天科普研学教育基
地”，努力打造成为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独有的中
小学生第二课堂航空实践基地、青少年科普教育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WRTO（重庆）基地、航空
影视基地、航空运动基地、劳动教育示范基地等。

同时，未来还将引进小型固定翼、无人机等
研发制造企业入驻，形成集小型固定翼、无人机
整机及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航材供应、维修
保养与托管、航空系列6S店等于一体的配套产
业链，承接主城区产业转移，带动梁平区航空产
业的整体发展。

围绕中心抓推进 紧扣发展做项目

梁平 演绎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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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建设，为全区加速

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据重庆梁都建设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去年以

来，全区通过国企平台助

力已累计开工建设重点

项目126个，总投资额10

多亿元，涉及农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开发等多个领域，正把项

目建设成效转化为经济

发展实效。 观农业科技、学农业知识，赏奇花
异果、品农耕文化，玩亲子游戏，享健康
美食……占地400亩的重庆数谷农场
位于梁平金带街道双桂村，这里有丰富
的特色产业，已经成为我市农业园区的
又一焦点。以打造集现代农业科技服
务平台、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优
质农产品展销服务平台、农业与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基地为一体的西部一流智
慧农业园区为目标，重庆数谷农场是梁
平推进重点项目的一大杰作。

抓项目就是抓机遇，抓建设就是
抓发展，重庆数谷农场只是梁平聚焦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党的
十九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
程中，梁平以昂扬的姿态、决战的气
势，加力加劲推进农业项目建设工作。

眼下，在梁平安胜镇、金带街道、
合兴街道、礼让镇，一片片壮观的现代
田园正在兴建，这些地方将会成为该
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主战
场。

现代田园里，数谷农场、千年良田、
梁平柚海、龙溪渔歌、农业奥特莱斯等
万石耕春“五朵金花”争相绽放，为全市
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区注入强劲动
能：以统筹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万石耕
春·千年良田项目，将打造成西南丘陵
山地高标准“样板田”，建设“巴渝粮仓”
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以农村新型股份

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平台培育的万石
耕春·龙溪渔歌项目，将倾力打造成全
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和全国休闲渔业示
范基地，成为龙溪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中
重要支撑点；集农业科技研发、特色蔬
菜生产、产品加工及科普教育、休闲采
摘游玩、美食品尝、蔬菜文化体验、川渝
东北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为一体的万
石耕春·农业奥特莱斯将成为农文旅融
合的时髦打卡地……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业态重塑，一
座座现代化的农业基地拔地而起，一
个个融合度十足的项目陆续投产……

为把项目建设成效转化为经济发
展实效，梁平不遗余力抓项目、建项
目，全区农业项目建设量质齐升、亮点
纷呈。据梁都集团丰瑞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洪介绍，党的十九大
以来，梁平已实施区级以上农业重点
项目26个，火热的建设场面已然成为
山乡大地的标配。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放大农业重
点项目辐射效应，自梁都集团丰瑞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以万石耕
春·数谷农场、万石耕春·梁平柚海、万
石耕春·千年良田等项目建设为载体，
该公司还通过深度参与农业农村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了创意农
业、智慧农业等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
实现助农增收。

从 2018 年开始，每到傍晚，
许多市民都会到双桂大道延伸段
散步休闲。家住兴隆街的尹益梅
就是这条路上的常客。和过去既
不平坦又绕远的老路相比，人行
道宽敞、路面整洁的新路让她常
常发出感叹：“现在真的安逸，这
条路修好了不但给附近的人提供
了一条通往机场、文峰塔、小沙
河休闲的便捷通道，更是把步行
时间缩短到了十几分钟。”

作为梁平交通重点项目的代
表，全长1.7公里、投资9300万元
的双桂大道延伸段开通运营，从
此结束了双桂街道兴隆村和梁山
街道八角社区、群益村、清都村
等多个村（社区）的出行难历史。

大交通载起大民生。党的十
九大以来，梁平在交通方面的重
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机场环
道、一环路北段等梁平重点交通
项目的实施与竣工，不断刷新城
区和乡村的畅通效率，促使梁平
城乡不断融合，实现了从短板薄

弱向内联外畅的跨越。
以项目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梁平把交通重点项目作为最大的
发展势能，加快推进城乡重要节
点区域开发和业态联动，不断拓
展城乡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2020年 6月，起于梁平区安
胜镇金平村，止于礼让镇川西村
的渔米路正式建成投用。这条路
串联了渝东平原的10万亩优质
稻田和万亩生态渔园，途经安
胜、仁贤、礼让3个乡镇（街道），8
个行政村、1个社区，承担着有效
带动沿线群众产业发展、增收致
富的使命。

“在整个建设进程中，一直采
用着高规格、高标准的建设思
路。”据梁都集团汇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条
渔米路按照公路四级以上标准建
设，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产业
路、旅游路、样板路。线路走向
采取“生态选线”，不搞大挖大
填，避让耕地、林地、湿地等具有

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重点
优 化 了“ 长 江 经 济 带 美 丽 河
流”——龙溪河沿线设计，避免进
入沿线各乡镇的饮用水源保护
区，减少生态割裂，最大程度地
保护了自然。而在附属设施建设
上，则创新开展建设工作：在美
化风景上，道路沿途因地制宜种
植了观赏植物，建设了文化主题
观景台、文化广场、风雨廊；在亮
化服务上，将沿线道班升级为多
功能公路服务区，引领公路新标
配……

今年5月10日，全国交通运
输部公布了2020年度“十大最美
农村路”的名单，渔米路是全市
唯一一条获此殊荣的公路。小细
节折射大民生，一笔笔民生投
入、一个个交通项目凝聚成了梁
平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批打基
础、管长远、利民生的交通重点
项目建成，不断提升着梁平经济
社会发展承载能力，为高质量发
展再开新局面。

“就是靠着景区重点项目的建设，
我们的村子现在火得很。”这些天逐渐
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梁平区竹山镇
猎神村村民艾圣英开始繁忙起来，清扫
农家乐、准备新菜品……事情一件接着
一件。艾圣英虽然很忙，但她说自己忙
并快乐着：“照着去年的样子，今年保守
估计一年能挣50万元—60万元。”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的在猎神村不
止艾圣英。2019年，猎神村村集体流
转22户闲置房屋，联合梁都集团百里
竹海旅游公司引进餐饮、咖啡吧等商家
16户，吸引700余万元城市资本下乡，
打造了猎神三巷商业街项目，成为周末
旅游的“时尚打卡地”。如今在猎神村，
总计有450户村民走上了旅游带动的
快车道，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比起
2017年前，足足翻了一番。

人气火热带红猎神村，项目建设刷
新新形象。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百里
竹海旅游度假区也实现了质的蜕变。

据梁都集团百里竹海旅游公司负
责人杨柯介绍，自2017年以来，该景区
借助百里竹海“西部最大的高山竹海”

“中国首批森林氧吧”等金字招牌，先后
投入资金近7.8亿元，累计实施356个
重点项目，加大力度对百里竹海旅游度
假区进行提质改造升级，修建竹海之
门、精品民宿群、景区游步道、生态停车
场等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同时投入大

量资金整合竹山、龙门、新盛、七星、虎
城、袁驿等9个乡镇的旅游资源，全力
发展旅游。

随着一个个项目落地开花，百里竹
海旅游度假区文旅重点项目建设连续
多年超额完成区级任务，有力地增强了
景区发展实力。截至目前，已成功创建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重庆市级旅游
度假区，年均接待游客5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超2000万元。

与此同时，以项目建设推动旅游发
展，梁平还坚持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并
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位于
金带街道滑石村的滑石古寨景区，自该
景区实施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重点项
目建设以来，如今通过从景区文化、互
动体验、配套设施及管理与服务水平等
方面的全面提档升级，已成为集吃、住、
行、游、购、娱，商、学、养、闲、情、奇为一
体的综合型生态旅游和休闲游玩度假
胜地，年综合接待游客能力达到100万
人次……

无论是“老牌”景区的重新出发，还
是新景区的强势起跑，如今的梁平，以重
点项目为支撑和助力，正朝着实现“全域
化发展、全季节体验、全产业发展”的高
品质旅游度假区目标加速冲刺。

赵童 王琳琳 张常伟 龙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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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抓建设
乡村强起来 打造特色产业新优势

强力推进补短板
交通畅起来 构筑内联外畅新局面

持续向好促提升
旅游火起来 刷新景区面貌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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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山·明月汇精品民宿 摄/向成国 梁平通用航空已开展飞行培训、低空游览等业务 摄/刘辉、熊伟万石耕春·数谷农场吸引了游客亲子游 摄/刘辉

集科研、生产、游玩、体验、展销等为一体的万石耕春·农业奥特莱斯 摄/熊伟

猎神三巷特色商业街成为乡村旅游打卡地 摄/熊伟梁平区渔米路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摄/黄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