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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 大浪淘沙四十年 踏平“山路”成大道

“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黔江地处武陵山
腹地，山川纵横，交通不
便，历史为这座城市牢
牢地打上了“老、少、边、
山、穷”的烙印。改革开
放伊始，摆在黔江面前
最多的路，依然是一条
条蜿蜒崎岖的山路。

40 年来，黔江人宁
愿苦干，不愿苦熬。大
浪淘沙四十年，吹尽狂
沙始见金。原本一条条
崎岖的“山路”，硬是被
勤劳勇敢智慧的黔江人
走成了一条条康庄大
道。

11月4日至6日，市
委主要领导在黔江、秀
山、酉阳调研时指出，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把是否符合新
发展理念、符合当地资
源禀赋、符合时代趋势
作为理清发展思路的根
本标准，更加注重区域
融合发展、注重“城乡
景”融合发展、注重人文
与自然融合发展、注重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努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其间，
黔江走“山地工业、山地
农业、山地城市、山地旅
游”的山地发展之路受
到充分肯定。

日前，在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国际摄
影周2018”摄影展上，黔江区选送的
山水、民俗美图受邀参展并惊艳亮
相，受到观展嘉宾盛赞。

近年来，黔江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全市
决策部署，紧扣“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目标定位和“行千里·致广大”价值定
位，按照“一江拉动、一城主导、一点引
爆、全域发展”的思路，强力实施“旅游
大区”建设。突出“神秘芭拉胡，魅力
阿蓬江”主题形象，坚持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并举，促进全区旅游
大发展。旅游工作力度和发展热度不
断刷新历史、创造纪录。

旅游主要指标高位增长，连续3
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保持
井喷态势。旅游产业体系更加完善，
濯水景区创5A级通过国家景观质量
评审，全区4A级景区增至7个，列全
市第二、渝东南第一；重庆旅游资源交
易中心、三塘盖旅游度假区、中国工匠
城前期工作有序推进，一批“旅游+”融
合发展新项目加快布局建设。

旅游品牌形象不断提升。成功
举办武陵山旅游发展联盟大会等10
余项重大文旅活动，获评“2017重庆
旅游·年度十大最受关注全域旅游示
范区县”；濯水风雨廊桥获评“世界第
一风雨廊桥”，濯水古镇入选“新重庆
十大文旅地标”，小南海镇、水市乡获
评“重庆最美风情小镇”，打响最美国
际山马赛道名号，“神秘芭拉胡·魅力
阿蓬江——清新黔江”旅游品牌更加
响亮。

今年6月15日召开的黔江区旅
游发展大会提出“打造黔江旅游业发
展升级版，从规划上、产品上、业态
上、服务上、品牌上推进旅游业提质
增效和转型升级，让旅游成色更纯、
底色更亮、活力更足、品质更优，实现

‘旅游让生活更美好’”。
生态文明建设“守本底”，清新美

丽黔江绽放新颜。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黔江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黔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一方面，深
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全面落实河
长制，阿蓬江两河断面水质达Ⅱ类标

准，建成全国文明村镇1个、市级美
丽宜居村庄5个，成功创建阿蓬江国
家湿地公园。今年1—10月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300天，位居全市前
列，森林覆盖率达60.2%。

另一方面，全面加强生态治理。
整改销号36个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突
出环境问题，市环保督察交办案件即
查即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般工
业固废填埋场等项目稳步推进，乡镇
污水处理厂实现全覆盖，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达标率、城市污水处理率、
城区环境噪音达标区覆盖率分别达
100%、90%、93.1%。完成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项目35个，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20平方公里，获评农村人居环
境市级示范片1个。

同时，逐步释放生态效益。“生
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
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获评全
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县。
打造“武陵田园·黔江人家”生态旅游
品牌，“云上水市”、“武陵天塘”等乡
村旅游品牌持续打响。推出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32条，去年以来接待游
客920万人次、创收6.39亿元。黔江
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未来，黔江将加快创建濯水、芭拉
胡 2个 5A级景区步伐，构建“2个
5A+10个4A”的全域旅游格局，完善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精品景点，推动
城区、社区、园区、景区和村落“城乡
景”融合、一体化发展。做好三次产业
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农
副产品加工业、旅游商品加工业，依托

“四大产业园”发展新材料、茧丝绸等
绿色产业，实现一中兼二、三中兼二；
借助大数据智能化推动“接二连三”、

“接二连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表示，黔江

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市委主要领导讲
话和指示精神，更加注重区域融合发
展、注重“城乡景”融合发展、注重人
文与自然融合发展、注重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继续坚定不移做好“山地”发
展大文章，充分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
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周艳红 刘茂娇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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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工 业

正阳工业园区
正阳工业园区是渝东南首家市级特色工业园区，是全市

16个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之一，是黔江建设渝东南
中心城市、武陵山经济中心和渝东南开放门户的重要平台，是
建成渝东南工业核心集聚区和产业聚集中心重大引擎，是黔
江“工业强区”的主战场。

园区坚持以园扩城、以业兴城、城园互动，为黔江提供了
重要的工业投资平台和产业发展支撑。截至2017年底，园区
建成面积约14平方公里，集群发展卷烟及配套、农产品加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轻纺服装、节能环保六大支柱产业，获重庆
市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重庆市特色工业园、重庆市
返乡农民工创业园、重庆民生工业示范园、重庆市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园等荣誉称号。

看 农 业

仰头山现代农业示范园
市级农业示范园区仰头山现代农业示范园位于中塘乡，

地处渝、鄂、湘、黔四地结合部，距黔江城区12公里，地理位置
优越，是黔江四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之一和重点打造的农业
农村工作亮点。

园区利用武陵山区自然环境优势和连片扶贫政策优势，
发展以猕猴桃为主的高端水果特色效益农业产业，打造农旅
结合产业示范点。截至目前，发展种植猕猴桃5000余亩，脆
红李、白枇杷、杨梅等近2000亩。

围绕国家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战略规划，从
2017年开始，园区投资主体重庆三磊田甜农业开发公司对园
区进行美化亮化和科技设施的配置装修，着力将园区建设成
为现代农业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看 城 市

城市客厅“武陵水岸”
武陵水岸位于黔江老城中心，由西沙桥、新华桥、风雨廊

桥合围而成，水域面积77676.3平方米，有亲水栈道、风雨廊
桥、艺术墙景观雕塑、景观灯饰、音乐喷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益广告长廊等景观。

规整的河堤花红柳绿，仿古风格的商铺住宅鳞次栉比，河
岸两旁亲水栈道游人如织……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清明上
河图》般的盛景。亲水栈道三岸总长约1700米，为充分展现
其亲水性，栈道面与常水位距离仅约30厘米，同时在民族文
化宫处加宽栈道，形成景观节点，保留充足观赏空间。

这里的风雨廊桥是一座极具巴渝特色的仿古建筑，是最
具观赏价值的核心景观。渝东南最大的音乐喷泉总长120
米，中心喷泉“擎天玉柱”最高达110米。

看 旅 游

濯水景区
濯水景区位于黔江东南，地处乌江第一大支流——阿蓬

江畔，为阿蓬江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创5A级已通
过国家景观质量评审。景区面积4.8平方公里，渝怀铁路、包
茂高速、319国道穿境而过，交通极为便利。景区内江河交
汇，濯水古镇风华悠远，风雨廊桥跨江河、连两岸、通三地，似
仰天长啸飞龙欲绝尘而去；蒲花暗河蜿蜒曲折，婀娜多姿，水
上天生三桥犹如鬼斧神工；景区“上苍有天眼，人间有良心”，
人文底蕴丰厚，是大武陵山旅游环线和渝东南黄金旅游带上
的璀璨明珠，是尽享山水人文美景的众乐胜地。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改
革开放伊始，发展工业对于“老、
少、边、山、穷”的黔江人来说，有
最深的渴望，也有更艰辛的付
出。

今年85岁的原黔江县委副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荣途，
是黔江工业发展的亲历者。

1983年，50岁的张荣途分
管工业。始建于1975年的黔江
卷烟厂，在这一年被纳入国家计
划内卷烟厂之列，成为黔江首家

“摆得上桌面”的工业企业。
“黔江人不怕苦，没得先进

的机器设备，就用手卷烟。”张荣
途说，凭着一股子不怕苦、不怕
累的干劲儿，黔江人开启了工业
发展征程。

从此，卷烟工业带动黔江烤
烟产业40年的繁荣。

11月23日，双河丝绸厂，一
担担雪白的蚕茧经过选茧、煮
茧、缫丝、复摇、整理等工序后，
被制成色泽明亮的白厂丝。

双河丝绸是2006年黔江区
从浙江桐乡市招商引进的民营
企业，是一家集缫丝生产、生丝
丝织品、绸缎丝绵服装及货物进
出口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它的发展史正是黔江区茧
丝绸深加工产业的成长史，也是
黔江山地工业发展的生动写
照。在双河丝绸的带动下，多家
来自浙江桐乡市的丝绸企业落
户黔江，覆盖了全产业链，填补
了黔江丝绸深加工产业空白，使
黔江成为辐射带动武陵山区蚕
桑产业大链条的核心。

在正阳工业园区材料产业
园三磊无碱玻璃纤维公司，多种
智能化机器运转有序，原料经窖
炉、引丝、拉丝、烘干等流程，制
成玻纤产品……

无碱玻纤以7种矿石为原
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
布等工艺制成，部分原材料出自
黔江。“玻纤项目是黔江最大的
工业项目，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
兴产业项目。”正阳工业园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刘植林说，三磊
无碱玻璃纤维公司拥有高性能

智能化生产线，生产的产品科技
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全面投
产后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玻纤粗
纱生产基地。

近年来，黔江区深入推进
“工业强区”建设，建成渝东南首
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获批全
国产城融合示范区。材料、纺
织、环保、食品四大产业园和“6+
1”产业集群提速发展。启动建
设启迪科技城，推动大数据智能
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40年，黔江培育民营经济主
体4.9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增长到50.9%。

改革开放40年，黔江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山地
特色和优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山地工业发展之路——山地产
品就是工业原料，工业就是山地
产品的深加工。工业经济从无到
有、从“一烟独大”到生态产品“百
舸争流”，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效益
提升。

今年3月8日，黔江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挂牌开检。这是继
黔江继海关开关后，又一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将使黔江
外向型经济功能更加完备、辐射
范围更广阔，必将推动黔江乃至
渝东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新
突破，为加快把黔江建设成为武
陵山对外开放高地注入新的强
大动力。

拥有“一关一检”的黔江，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一
关一检”功能作用，着力引进培
育外贸龙头企业及配套服务业，
吸引周边进出口企业来黔江报
关或落户，力争全年进出口总额
突破4000万美元。

继往开来，春华正盛。黔江
将深入实施“三大变革”，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大补短板力度，增
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做优做
强“6+1”产业集群，加快创建市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大数据
智能化引领，全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快
建成武陵山片区对外开放高地。

“非常振奋，鼓舞人心。”今
年重阳节，张荣途和其他退休老
干部一起，到中塘乡仰头山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参观。

“翻天覆地。”“不敢想象。”
“有规模、有品质、有品牌”……
谈到黔江农业产业发展，老干部
们不吝溢美之词。

上世纪80年代，黔江的农
业以烤烟为主；到了90年代初，
蚕桑成为群众增收的新产业；到
2000年，农业结构调整有实质
性突破……

“黔江蚕桑产业经历了‘三
栽两砍’的徘徊过程。究其根本
原因，还是没有龙头企业的带
动。现在路子对了，山地立体农
业大有可为。”张荣途感慨地说。

上世纪末，一部反映黔江的
专题片《穷山在呼唤》，在中南海
引起强烈震撼。为了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黔江人民不等不
靠、苦干实干，创造了“八七”脱
贫攻坚“北有临沂、南有黔江”的
奇迹，孕育出享誉全国的“宁愿
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近年来，黔江接续向消除贫困这
道世界级难题宣战，吹响了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冲锋号。一年
前，黔江一举摘掉多年贫困帽。
贫困人口由2014年的40641人
减少到5197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8.1%降至1.67%。

回首黔江脱贫历程，就是一
部山地产业优化调整的历史。
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80元；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2279元；2012年，城乡居民
收入分别达到 18100 元、6450
元；2017年，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5%和12%。

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到
产业规模扩大；从农业结构优
化，到品质提升、品牌创建。日
新月异的变化，黔江人看在眼
里，乐在其中。

“80名党员站出来带头发展
产业，4360名群众也纷纷跟着
党旗动了起来，在乡村组织振兴
推动和保障下，社区已迎来城乡
融合、乡村兴旺发展的新局面。”
近日，中塘乡兴泉社区蔬菜产业

党支部书记李长军在总结近一
个月的支部工作时说。

2008年，兴泉社区把支部
建在产业上，组建了经果林产业
党支部、蚕桑产业党支部、蔬菜
产业党支部、三磊田甜党支部，
采取“网格+产业”支部形式，夯
实基础、配优班子、建强队伍、筑
牢堡垒，增强带动力。

近年来，黔江紧紧抓住山地
特色效益农业不放，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以“五个振兴”为统揽，大力
实施“八大工程”，实施土地效益
增值计划，建成“立体农业”基地
4.5万亩。创新“十个一”模式发
展特色效益农业，“3+X”农业产
业体系逐步发展壮大。扎实推
进“三变”改革，创办农民专业合
作社77家，其中2家被评为全国
示范社。

同时，全力推进3个示范点
建设，着力打造市级乡村振兴综
合试验示范区“加强版”，荣获

“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脆红
李之乡”等国字号招牌，连续11
年获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
国首个国家无抗生猪养殖标准
化示范区通过国家评审，蚕茧产
量连续8年居全市第一，成为全
国首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示范区；“山韵黔江”农产品品牌
享誉武陵山区，全力推动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

从深山走来，从山地起步，
40年改革开放，40年创新创造，
黔江农村旧貌换新颜。

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黔江将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质量兴农
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全力推进“3+1+5+22”乡村振兴
示范点建设，持续打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战，确保2019年实现
粮经作物比最低目标达到4：6，
立体农业基地达到10万亩，农
业增加值达到25.8亿元，土地综
合生产率达到5100元/亩，农业
劳动生产率达到22800元/人·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3500元。

“昔日走马过黔江，灯火稀
疏茅舍光。”这是一位1949年路
过黔江的原四川省老领导在上
世纪80年代重返黔江时留下的
一句诗，真实再现了解放初黔江
的模样。

老黔江人一定记得上世纪
80年代流行的那句俗语——“黔
江有几怪，电话没得走路快，电
报要用车子载。”

“电话没得走路快”指彼时
的老式电话，要先“摇”到邮电
局，再转给接电话的人，有时相
邻的部门之间“摇”了半天才能
通话，还不如见面直接交流。“电
报要用车子载”则指那时黔江发
电报，只能坐车到武隆或毗邻的
湖北咸丰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黔
江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2006年、2009年、2010
年、渝怀铁路、渝湘高速、武陵山
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成投用，
打通了黔江对外开放的大动脉，
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功能
要件不断完善、产业支撑力度加
强；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人口集聚
步伐加快；城市环境绿化美化靓
化，宜居指数逐年升高。

同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
功能增强，引进重庆儿童医院和
5所主城名校合作办医办学，成
功创建1家、启动创建2家“三
甲”医院，外来就医、就学分别占
比30%、15%以上；高速、铁路、
机场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作
用显现；“一关一检”为区域性对
外开放高地建设搭建了平台。
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
功能初显……

岁月无声，历史有痕。改革
开放40年，黔江城市大发展、大
繁荣，群众生活环境大改善、生
活质量大提升。

“城市是景区的客厅、景区
是城市的公园。”每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黔江人便会到三岔河
看音乐喷泉、跳广场舞、赏河岸
美景……温馨而惬意。周末，大
家则会邀约亲朋到芭拉胡景区，
游城市峡谷、登玻璃栈道、看新

城风貌……悠闲而自在。
这些均得益于黔江区大力

实施“城市靓区”建设，务实推进
“两城同创”。

“城市靓区”，重点在“靓”
字。近年来，黔江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更加精细规范，新城人气
商气加速聚集，成功创建国家卫
生区，群众满意度97.1%，入围
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再捧

“长安杯”，市民安全感、满意度、
幸福指数同步提升。

武陵水岸城市客厅成为靓
丽名片，芭拉胡城市峡谷、正阳
山观景楼等城旅融合项目快速
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
估修改等重大规划全面完成，荣
膺“中国最具魅力宜居宜业宜游
城市”、“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

“中国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区”称
号。

老城精致，新城壮大。40
年，黔江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30多倍，人口增长了26倍。

走进黔江新城，蓝天白云相
伴，绿水青山环绕，处处充满着
蓬勃发展的朝气与令人心往神
驰的魅力。保留了山水田园，留
下想乡愁记忆，良好的生态环
境、美丽的吊脚楼、壮丽的峡谷
峡江、融入了民族与现代风味的
新建筑……生态、绿色是其本
底，魅力、品质是其保障，宜居、
宜业是其形态。

黔江将进一步深入践行“两
山论”，确保森林覆盖率达到
65%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
定在350天以上，加快建设国家
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围绕市
委对黔江的定位，增强中心集聚
能力，巩固黔江教育、医疗、公共
服务集聚优势，扩大海关开放平
台、武陵山旅游发展联盟、区域
性综合交通枢纽作用，壮大区域
性对外开放高地的“筋骨血肉”，
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围绕老城提
档升级、新城功能完善两个重
点，突出“建、治、管、改”，全面推
进城市品质提升，力争2020年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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