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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西部百强县，丰都何处着力？

去年10月23日，独立第三方机构“竞争力智库”和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西部地区县域发展监测报告2018》。报
告显示，丰都跻身2018中国西部百强县市，排名第55位。

去年，丰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35亿元，同比增长9.8%；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9.6亿元，同比增长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亿元，同比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96.8亿元，同比增长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4.7亿
元，同比增长14.5%；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1352元、13044元，同比分别增长9%、9.9%。

生产力布局“一心两极三带”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丰都地处长江上
游、三峡库区生态敏感区，如何将“把长江经
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
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
带”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丰都给出答案：打
造“一心两极三带”生产力布局。

“一心”，即以县城规划区为中心，集中发
展生态工业、商贸流通等城市经济，避免分散
布局、恶化环境。

“两极”，则是以长江为界，发展“南旅”
“北农”两个经济增长极。

长江以南，是丰都高山旅游资源集聚区。
在这片区域，丰都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着力打
造南天湖、雪玉山高山休闲度假区、龙河谷水
利风景区、县城及名山文化观光区“三位一体”
大旅游格局。

长江以北，是国家农产品主产区核心
区。在这片区域，丰都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着
力打造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区、畜禽养殖基地
核心区、粮油主产区，注重农工融合、农旅融
合、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两极”区域将着力涵养水源、保护生态，
避免无序开发、破坏性开发。

“三带”，指沿长江、渠（碧）溪河、龙河流
域打造3个生态经济带。重点在保护好长江
及两条一级支流“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基
础上，在流域集雨区集中布局“红心柚长廊”、

“笋竹产业带”、“花椒基地”、“龙眼采摘园”等
高产高效种植业，努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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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基础上，丰都去年继续锁定“三
峡库区明珠、重庆生态低碳经济
重地、国际旅游文化名城”三大
目标，全面推进“工业立柱、城市
聚气、农业夯基、旅游靓牌、生态
铸魂”五大发展任务。

工业立柱
生态工业渐成产业支柱

“工业立柱”的大旗下，丰都
大力支持优势企业提升科技含
量，各大工业企业去年纷纷实现
跨越式发展。

——国家级龙头企业恒都
农业集团新建6条智能化精深
加工线，其生鲜牛肉在京东和天
猫电商平台上生鲜类市场份额
占有率超 50%，实现产值 100
亿元，有望于今年上市。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
限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工艺，建成5条智能
化生产线，并争创智能化PC构
件生产的行业标杆，全年产值超
50亿元、税收超6亿元。

即便是那些刚刚扎根丰都
的企业，同样正在跑出发展的

“加速度”。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华裕农科5000万羽雏
鸡生产及5万吨蛋品加工、中国
禽蛋行业第一品牌德青源年养
殖240万只蛋鸡及蛋肉加工项
目加速推进，让丰都建成西南地
区最大智能化蛋鸡良种繁育中
心、现代化家禽孵化中心的梦想
指日可待。

——投资120亿元的山鹰包装纸
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纵观整个丰都，加速推进的生态
工业已逐步形成支柱产业，成为丰都
经济重要支撑。全县走低碳、环保、效
益之路，围绕农业办工业、依托资源兴
工业、招商引资强工业，新能源、食品
加工、机电、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化
建筑产业逐步发展。

同时，丰都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16家，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8%。2018年，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118.5亿元，同
比增长18.8%。预计到2020年，工业
产值将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农业夯基
“1+6+X”特色高效农业崛起

农业上，丰都大力发展以肉牛为
重点的“1+6+X”现代特色高效农业。

“1”即肉牛产业。丰都走全产业
链发展之路，肉牛产业集“牧草种植、
肉牛养殖、鲜肉进口、精深加工、粪污
利用”于一体。

目前，全县肉牛存栏已达17
万头、出栏9.8万头。丰都充分发
挥全国首个商品活畜进口承接地
和试验地优势，通过龙头企业自
营和代理形式，每年向澳大利亚
等国家进口活牛或冰鲜牛肉20万
头（活牛当量）。

同时，全县对农业废弃物实施
无害化处理。丰泽园肥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入驻丰都的资源化利用标杆企
业，其年处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
15万吨，年产有机肥、有机—无机复
混肥10万吨，基本做到了“零污染”、

“零排放”。
“6”即榨菜、笋竹、红心柚、烤烟、

花椒、龙眼。丰都致力于走“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之路，
做优做强20万亩榨菜、15万
亩笋竹、7.5万亩红心柚、6.5万
亩花椒、10万担烤烟、3万亩龙
眼等特色效益农业，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品种数量达到3个（牛肉、榨
菜、藠头），居全市第一。

“X”即各乡镇（街道）自主
发展的“一乡一品”、“多村一
品”特色农业产业及以德青源、
华裕农科等规模养鸡项目为代
表的养殖业。

城市聚气
建设滨江旅游城市

县城是丰都“一心”所在
地，地位举足轻重。

丰都强化“山城、江城、水
城”定位，优化形成“一江两岸
多组团”空间布局，30平方公
里中等城市框架基本成形，县
城建成区面积达到19平方公
里。

同时，持续引进碧桂园、金
科等16家知名房企高品质建设
丰都新城，北岸旧城区80万平
方米棚户区改造任务已完成35
万平方米；五星级酒店、滨江公
园、城市商圈、博物馆等公共设
施提速建设；与华为合作建设

“智慧丰都”，优化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2018年，全县城镇化率
达46.5%。

旅游靓牌
全域旅游发展升级

旅游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
产业。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外出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丰都立足“旅游靓牌”，加快打造
旅游发展升级版。全县走“文化观光
游、休闲度假游”之路，把旅游业作为
全县发展的重要支撑。

去年，名山景区加快提档升级，加
快推进5A级创建，高品质举办丰都庙
会、牵头组建中国庙会联盟、推动丰都
庙会走向全国。

南天湖景区景点及配套设施加快
完善，于去年7月28日盛大开园、成
功创4A级，并与中铁开投集团签署总
投资逾200亿元以景区轨道交通、特
色旅游小镇建设为重点的战略合作协
议，有望2020年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

去年，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80亿
元，同比增长27.1%。

生态铸魂
构筑重要生态屏障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丰都，坚持
“生态铸魂”，合力构筑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丰都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之路，巩固发展木本油料10万亩、
中药材3.9万亩、干果1万亩、笋竹8万
亩，推进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全县
生态经济占比不断提高。

同时，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管护好136.9万亩公益林，
加强南天湖市级自然保护区、龙河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
行动，确保到202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52%。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都持续解放思
想，不断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

丰都按照“对标对表、亲力亲为、敢作敢
为、善作善成”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推动改革精准发力、精准落地。创
新开展全国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试点，已申
请办理3762人、签约购房348户，经验做法在
住建部交流。推进国家级农业农村废弃物综
合利用试点，牛粪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率达
95%。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征信
机构、信用平台、信用数据库”在全市率先建
立。推行“并联审批”行政审批办法，精简审批
环节1090个，平均办结时限由19.8天减至4.6
天。以“解散清算一批、重组一批、创新发展一

批”和“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促进政
企分开”为重点，年内全面完成58家国企改
革任务。

丰都致力于加快开放平台建设，完成
水天坪、玉溪、镇江园区产业调整和规划环
评，丰都港一类口岸一期工程建成。走“借
智借力”的外生型发展之路，推行“1+5+X”
招商机制，去年全县累计签约项目124个、
合同引资304亿元；中国中铁、杭州新天地、
颐高集团、重庆农投集团、伟光汇通、浩创集
团与丰都共签订估算投资约485亿元的框架
协议。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成功创建国家级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牛肉）。

打好“三大攻坚战” 提升老百姓“三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
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丰都严格对标对表，坚决打好

“三大攻坚战”，努力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丰
都积极采取债券置换、债务与资产对应管理、
优化债务结构、处理资产、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等方式，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扎实开展信访突出问题、“违法上访、非
法维权”专项治理，实现重要节会和敏感节点
期间到市进京“零上访”。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按照
“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补短板、增后
劲，尽锐出战、高效复命。

全县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改”、

“百日大会战”，实施精准帮扶提升、人居环境
整治、大病集中救治、突出问题整改、控辍保
学、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整顿、工作作风
整治八大专项行动，与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融合，全面实施危旧房改造3.7万余
户，困扰多年的农户住房保障问题得到根本
性解决。同时，完成农房“四改”14万处，农村
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全面构建财产收益、资本收益、股权收
益、工资收益等长效利益联结机制，产业发展
与贫困户利益联结率达52.6%。当前，全县脱
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正朝着发展扶贫产
业和激发内生动力转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丰都严格执
行产业“禁投清单”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责任追究
制度。

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在全市创新建立
以卫星遥感监控、水质自动监测等为重点的集
智能化巡查、反馈、处置于一体的“智慧河长”机
制，累计收集处理问题557件、处置率达95.5%。

大力推进渠（碧）溪河、龙河流域保护治
理项目等重点工程，围绕市上“40万头生猪当
量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工程”狠抓畜禽养殖污
染综合治理，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办二次
回访反馈问题整改，着力绿化好山、保护好
水、守护好家园。

坚持对环保违法行为“零容忍”，立案查
处环保违法案件101件。同时，扎实做好市
县民生实事、社会事业、安全生产等工作，明
确责任主体、强化跟踪问效，让全体人民在改
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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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改善，长江沿岸吸引大量河鸥 摄/高志相

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丰都长江沿岸农
村新面貌 摄/高志相

南天湖景区南天湖景区

丰都生态肉牛养殖 摄/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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