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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
题的根本之策。要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针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
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3月10日，重庆代表团举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记者会，邀请四位代表围绕如何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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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参与新一轮竞争的优势

周少政：涪陵是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成渝城市群区域性综合
交通枢纽，这个定位决定了涪陵在全市发展大
局中应有更大担当、更大作为。同时，涪陵又地
处长江、乌江交汇处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这个
区位决定了涪陵在保护母亲河、构筑长江生态
安全屏障中承担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

处理好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的关系，对于
涪陵来讲，出路就是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因为良好的生
态环境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参与
新一轮竞争的重大优势。

一年来，涪陵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好构筑绿色屏障、

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三篇大文章”，不
仅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生态环境更持续向
好。2018年，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长13.7%，规
上工业利润总额127亿元、增长29.4%。全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3天、同比增加22天，长
江、乌江涪陵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优良。

站好保护母亲河、生命河的“渝中岗哨”

黄玉林：渝中区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
两江环抱，拥有长江岸线和嘉陵江岸线19.1公
里，其中长江岸线8.8公里，区位特殊、地位重
要，是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对外展示窗口。

为此，渝中区学思践悟，强化责任担当，转
变发展观念。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遵循“生
态优先”要求去谋划，在工作方法、发展举措上

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去实施，不搞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搞大拆大建，坚定站好保
护母亲河、生命河的“渝中岗哨”。

坚持谋定后动，给未来发展留白

郑向东：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
体。南岸地处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更敏感、更脆
弱、更宝贵，也更容易被感知、更让市民向往。
为此，我们突出规划与自然的相生共融，充分利
用两山绵延、江河环布的资源禀赋，科学规划、
精心设计，让建筑布局、风貌、色彩和天际线、山
脊线、水岸线和谐共生，让群众开门见山、推窗
见绿、四季见花。

我们坚持谋定后动，给未来发展战略留白，
广阳岛就是这种理念的生动体现。在规划定位
尚未明确之前，我们在岛上严管控、零开发，全

面摸清山体、水系、物种、人文等本底资源。当
前，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长江风景眼、
重庆生态岛”发展定位和“长江生态文明创新实
验区”规划定位，突出岛内生态优先、岛外绿色
发展。未来的广阳岛，将是一幅现实立体的“富
春山居图”、一颗璀璨夺目的“生态明珠”。

始终坚持以“两山论”指导工作

李春奎：巫山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理位置
特殊，生态系统敏感，容不得半点闪失。因此，
巫山树立高度思想自觉，始终坚持将总书记“两
山论”作为指导工作的辩证法、方法论，自觉站
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协
调发展、统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
坚持招商引资不论大小污染不要，项目建设必
须生态把关、环保优先，切实把“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要求落实在工作方方面面。

同时，坚持高度行动自觉，走好走实“两化
路”。着力构建以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生态农
业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保持生态优先的战略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重庆日报：如何认识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保持战略定力 共促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重庆代表团代表、四位区县委书记热议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唱响生态产业“四季歌”

周少政：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加快生态产业
化，立足涪陵的资源禀赋，念好“山字经”，种好

“摇钱树”，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推动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经济加快
发展。依托涪陵榨菜集团、太极集团两大上市
公司，培育壮大榨菜、中药材两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探索建立农民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加快武陵山大裂谷创5A和816
地下核工程景区提质，积极发挥全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区优势，唱响了春赏花、夏避
暑、秋采果、冬品菜的“四季歌”。

针对涪陵传统制造业大区、产业结构偏老
偏重的实际，涪陵加快产业生态化，严格工业项
目环境准入，完善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大力创建
国家“绿色工厂”，以创新为引领，在高新区重点
发展以现代中药、生物制药、健康食品为主的医
药健康产业，以新能源智能汽车、页岩气装备、
高精密关键零部件为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集成电路为主的信
息技术产业，加快形成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
能应用“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坚定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黄玉林：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渝中区坚定推
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沉心静
气抓产业转型升级，把以现代金融、高端商贸、
专业服务、文化旅游、大数据智能化、大健康为
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作为主攻方向，聚力打造解
放碑中央商务区、朝天门中新合作示范园等服
务业聚集区，实现资源集约、产业集群、功能集
聚、产城融合发展。2018年全区第三产业占比
达96.8%，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渝中区将坚定现代服务业主攻方
向，加快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核心区，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专业服
务、健康医疗服务业，加速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发展，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全力以赴推动渝中

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构建大生态、大数据、大健康现代产业体系

郑向东：我们将用绿色发展的理念，创造
“金山银山”。面对转型升级带来的压力，我们
不焦虑、不摇摆、不松劲，构建“大生态、大数据、
大健康”现代产业体系，以环保、文旅为基础，统
筹推进国家全域旅游先行区建设，旅游收入增
长38.2%，环保产业蓄势待发，产业规模超过
200亿元。以智能产业为基础，中国智谷（重
庆）科技园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全市
战略，产业规模超过800亿元。以生物医药为
基础，大力推进重庆市大健康集聚示范区建设，
积极构建集高层次研发机构人员、高水平代工
厂、高效率流通营销渠道于一体的产业生态，产
业规模超过300亿元。

促进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李春奎：我们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依托“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千年古

镇、万年文明”，加快建设小三峡（小小三峡）、神
女景区、当阳大峡谷3个5A级景区和一批4A
级景区，全面贯通神女景区南北水陆大环线，

“立体游三峡”备受青睐。2018年巫山接待游
客1598.8万人次。

同时，我们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抓手，实施“低山种柑橘、中低山种脆李、高山
种烤烟中药材干果”差异化发展。目前，脆李
种植达22万亩，中药材种植20万亩，柑橘、核
桃种植均达15万亩；收购烤烟12.6万担，烟农
收入2亿元。巫山脆李2018年实现产值8.1
亿元，先后荣获“中国脆李之乡”“中华名果”
等称号。

此外，我们探索生态康养新模式，着力打造
三峡云端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突出“春赏花”

“夏避暑”“秋观叶”“冬玩雪”，高标准打造摩天
岭、梨子坪、核桃坪等康养式旅游业态，启动建
设三峡175文创园、三峡竹枝·南陵古道等体验
式旅游业态。举办第三届长江三峡（巫山）国际
越野赛、第二届当阳大峡谷国际户外运动挑战
赛。三峡院子、梦幻客栈等高端民宿投入运营,
建设特色风情小城镇、最美乡村旅游度假村、人
居环境示范片，打造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乡村。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促
进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
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

聚焦“山水天地”筑牢绿色屏障

周少政：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
为此，涪陵区聚焦“山、水、天、地”，筑牢维护生态
安全的绿色屏障。聚焦“山”，积极开展石漠化、
库区消落带、水土流失治理，深入推进天然林保
护、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工程，花大力气、下大决
心全面关闭长江、乌江干流库岸沿线等生态敏感
区内非煤矿山及辖区煤矿，并进行生态修复。目
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2%；聚焦“水”，在建立
河长制的基础上，建立“河库警长制”，开发“智慧
河长”信息系统，实现对长江、乌江涪陵段实时在
线监管；取缔非法码头，禁采长江砂石；聚焦

“天”，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2018年全区
主要污染物PM2.5浓度比上年下降15.9%，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3天、同比增加22天；
聚焦“地”，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部关闭禁
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达90%，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用量持续减少，
全区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同时，涪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努力建设宜居、人文、美丽的绿
色家园。抓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推动乡村“绿化
净化”，深入开展“四清四改四化”整治行动，持
续开展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创建；抓传统村落保
护，开展村庄现状调查分析和绘图保存，推进4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和149处古民居修复工作，
建设顺应山水、留住乡愁的原汁原味“巴都原
乡”；抓绿色生活方式养成，深入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卫生城市，建成24小时书吧等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打造“人文涪陵”“书香涪陵”。

把好山好水融入城市好风光

黄玉林：全域城市化的渝中区，在抓生态保
护和修复上，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
进“三水共治”，大力整治船舶水污染，严格水源
地日常环境监管；保护提升鹅岭-佛图关-化龙
桥山体资源，修复滨江“绿壁”，丰富立体绿化，优
化山水江城独特的天际线、山脊线，清晰疏密有
致、高低错落的城市轮廓；有序实施两江消落区

综合整治，推进沿江项目“减量、降高、留白、优
化”，全力以赴保护和改善了渝中区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渝中区狠抓城市品质提升，聚
焦建成区、老城区实际，有序推进城市修补和有
机更新，修补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环境，完善功
能配套，深入推进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并
综合实施增绿添园、增花添彩、增色添景工程，
修缮人民公园、枇杷山公园等，因地制宜建设打
造亲水步道、桥头景观、生态绿道、花园小品等，
把好山好水融入城市好风光。

用系统治理思维守护“绿水青山”

郑向东：南岸区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上，分
类施策，用系统治理的思维，守护“绿水青
山”。用心保护好长江水生态，高水平编制《水
秀南岸起风景》规划，全面梳理水系资源，推动
水、城、景高度融合，开展“两江四岸”消落区整
治。建成南滨路25公里滨江亲水带，成为城
市最靓风景线。

同时，精心守护好南山生态屏障。在全市

率先探索建立“山长制”，启动南山生态保护综
合治理，完成关闭矿区生态修复11.9公顷，拆除
违法建筑34.6万平方米，关停取缔“小散乱污”
企业29户。高品质策划南山城市山地公园，细
心呵护好迎龙湖等生态涵养湿地。

使蓝天碧水常在、神女容颜永驻

李春奎：巫山在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一
是持续做好“水文章”念好“山字经”，全面落实
河长制、湖长制，全覆盖常态化巡江巡河巡湖。
持续开展增殖放流和江河清漂，确保江清岸
洁。并大力实施人工造林、经济林建设、低效林
改造、封山育林等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矿山、工
程创面修复和地灾防治，坚决防止沿江开“天
窗”、现“断带”。着力保护巫山猕猴等野生动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

二是提质“三峡红叶”留住“四季云雨”。坚
持生态林建设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2018年
新增规模红叶4万亩，到2020年可达20万亩。
打造四季红叶，3000亩巫山红叶博览园加快建
设，使三峡红叶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张靓丽名
片。同时，大力加强空气环境治理，整治黄标
车、扬尘、油烟等污染，淘汰水泥生产等落后产
能，推广天然气应用。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年均
350天以上，使蓝天碧水常在、神女容颜永驻。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增强针对性系统性长效性

全国两会期间，重庆日报联合
贵州日报、湖南日报、湖北日报、江
西日报，邀请渝贵湘鄂赣等5省市
的全国人大代表，共同把脉长江经
济带的绿色发展，为打造高质量发
展经济带建言献策。

九江市是江西唯一的沿江城市，拥有152
公里长江岸线。

我们提出沿江三个“一律不许”，即长江干
支流1公里范围内一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类项
目，已开工建设的项目严格进行检查评估，不符
合岸线规划和环保、安全要求的全部依法依规
停建搬迁；5公里范围内一律不许新建任何重
化工园区；非化工园区内一律不许新上任何化
工项目。同时，按照“关停并转搬”的思路，坚决
全面彻底出清到位，确保“旧账三年清、新账不
再欠”。

（江西日报记者 张武明）

林彬杨（全国人大代表、九江市委书记）

提出沿江三个“一律不许”

同饮一江水
共话大保护

贵州是长江上游地区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也是全国重点打造的长江珠江上游绿
色屏障建设示范区，肩负着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的责任使命。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我们有一系列的
“率先”：率先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探索实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经验；率先
实施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加快推进磷石膏
资源综合利用；率先实施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
加快发展“零网箱·生态渔”；率先出台生态扶贫
专项政策，实施生态扶贫十大工程；率先出台生
态文明促进条例，设立生态法庭；率先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率先在西部建立跨省域横向生态
补偿制度，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贵州日报记者 李薛霏)

陈少波（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发展改革
委主任）

我们实现一系列“率先”

湖南省岳阳市拥有163公里长江岸线、
洞庭湖60%以上水域面积，是湖南推进长江
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战场。

近年来，岳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力
推进大江大湖整治，长江岳阳段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水变清了，2018年洞庭湖7个水质监测
横断面达标率98.7%，越冬水鸟数量超过24万
只，创近10年之最；岸线变美了，岳阳共退出长
江岸线7.24公里，复绿长江岸线5885亩，长江
岸线正变成一道靓丽风景线；河道更安宁了，采
运砂船高炮林立、机器轰鸣、穿梭不止的乱象不
见了，江豚监测记录数量达到220头，“留住了
江豚的微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唐亚新）

刘和生（全国人大代表、岳阳市委书记）

我们留住了江豚的微笑

荆州是湖北省内长江岸线最长的市州，是
湖北长江大保护的主战场之一。

同饮一江水，共抓大保护。为保护母亲
河，长江荆州段与其他省如湖南省江段开展了
很多合作。下一步，希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四市一区”（荆州、岳阳、常德、益阳、长沙市
望城区）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协作，一是建立
多层次协商发展新机制，二是推动洞庭湖水环
境综合治理，推动做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总体
规划，大力推进生态环保联防共治，共建长江
重要生态屏障。

（湖北日报记者 杨宏斌）

崔永辉（全国人大代表、荆州市市长）

推进生态环保联防共治

嘉宾

省市联动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熊明摄）

重庆日报：各地该如何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生态保护
和修复的综合治理？

重庆日报：如何运用好绿色发展的理念，走好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

贵州

湖南

湖北

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