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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大担当新作为

重庆日报：请问万州是如何领
会和理解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万州在下一步工作中又将如何落
实？

卢勇：万州区将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深度融入全市“一
盘棋”发展大局，切实增强使命意
识、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继续打
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八项行动
计划”，聚焦“一心六型”两化路
径，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充分体现万州的大担当新作为，
为全市发挥“三个作用”作出更大
贡献。

走深走实“一心六型”两
化路径

重庆日报：请介绍一下万州
“一心六型”近期有哪些重点工作？

卢勇：为充分发挥地处三峡
库区腹心的生态优势，着力把“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万州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
焦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

“两化路”，探索实施“一心六型”
两化路径。“一心”，即以提升全域
水质为中心，推进全域治水；近期
将重点实施石桥河、新田河、瀼渡
河全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推进
开展全域绿化和消落区综合治
理，保护好长江母亲河，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六型”，即大力发
展“六型”生态产业；近期，将以长
安跨越新增8万辆绿色环保汽车
等项目为抓手，着力建链补链、强
链成群，推动制造业集中集约发
展，做大做强循环智能型工业；以
100万亩经果林、100万头生猪生
态养殖为带动，推动山地高效型
农业接二连三发展，加快三峡柑
橘交易中心、三峡国际农副产品
集散基地建设；提速打造高峡平
湖旅游度假区、万州大瀑布等旅
游景区，办好第二届世界大河歌
会，推动集散服务型旅游业发展；

以万州文化创意创业产业园等为
契机，发展壮大特色融合型文创
产业；以5万吨食品冷链、万州火
车站货运站场扩能改造为重点，
升级发展绿色智慧型物流业；以
恒合康养小镇、小橘灯生态小镇
打造为示范，大力发展休闲养生
型康养业。目前，我区已经启动
实施“一心六型”项目86个、事项
64个，各项工作正项目化、事项
化、政策化、机制化推进。

扩大高水平开放

重庆日报：万州还将采取哪些
具体举措，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

卢勇：我们还将从三个方面抓
好贯彻落实。

一是坚持带头开放、带动开
放。认真落实市委决定，发挥好
万州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重要节点、成渝经济区东向门
户的区位优势，深入实施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着力在开
放口岸上发挥积极作用。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区将重点抓好
国家级经开区升级发展和综合保
税区申报建设，力争今年获批综
合保税区；加快万州机场4D级改
造，力争年内航空口岸开放纳入
国家审理计划；推进新田港及集
疏运体系建设，常态运行“蓉万”

“西万”多式联运班列和陆海贸易
新通道万州班列，加快建成“铁水
联运”江海直达大通道；高标准规
划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
快郑万高铁、新田港、南环高速等
重点项目建设，做好渝西高铁、渝
万高铁前期工作，着力完善“一环
八射”高速路网、“两横两纵”铁路
网，全方位打通对外通道；加强与
周边地区互联互通互动，不断深
化达万协作、对口支援等协作合
作，办好“支洽会”，大力实施以商
招商、“懂你”招商、产业链招商，
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高质减
贫。万州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区县之一，目前，虽然已
经成功脱贫“摘帽”，但仍有1个市

级深度贫困镇、19个区级扶贫开
发重点村、6000余名贫困人口，脱
贫攻坚任务仍然较重。我们将聚
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扎实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反馈问题和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继续落实好“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工作措施，在保障已脱贫人
口稳定脱贫的基础上，今年新减贫
3600人，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三是坚持城市提升、乡村振
兴。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围绕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围绕解决城乡
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
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持续推动城
市提升行动计划、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计划，深入开展城市社区“亮
服务、亮美景”、镇乡农村“亮产
业、亮环境”的“双亮”活动，加快
形成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融合发展格局。推进城市新区开
发、功能完善、景观提升等重点工
作，突出抓好“一江两岸”十六景

和24个城市价值提升项目，同步
推进43个城市节点、18条城市主
要通廊景观提升项目，分类利用
城区闲置地建设社区公园、街心
游园，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城
市。以大美乡村建设为导向，统
筹推进农村“四网”建设，突出抓
好“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
务建设，在学有优教、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住有宜居上不断取得
新进展，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要求，希望重庆全面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
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
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近日，万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卢勇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万州区将切实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
机遇意识，用心用力抓好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充分体现万州的大担当新作为，
为全市发挥“三个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40）

聚焦发挥“三个作用”体现大担当新作为
——访万州区人民政府区长卢勇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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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万州区获悉，该区长岭镇安溪村新打
造的3A级乡村旅游景区安澜谷将于今年国庆节正式
开门迎客。安溪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全称，取缔网箱养
鱼建景区，安溪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4年前，安溪村的安溪水库承包出去肥水养鱼，一
年收租金仅7000元，既影响了水质，也没有产生多少
经济效益。2015年，安溪村收回安溪水库，取缔网箱
肥水养鱼，依托水库80亩水域面积和狭长湖面，打造
3A级乡村旅游景区安澜谷，并成功吸引社会投资
5000多万元。

“3年多的建设，安澜谷景区基础设施基本建
成。”李德全介绍，景区修起了2公里环湖路、建起了
4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和停车场、筑起了8个森林
木屋、栽植了1万平方米景观绿化。“一个集会务度
假、生态休闲、农耕体验等项目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
区揭开面纱。”

做好了水里的文章，再来做山上的文章。安溪村
借力脱贫攻坚，采取引进公司、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
散户种植等多种模式在安溪水库两岸的山头种植翠玉
梨、桃子、砂糖橘、青脆李、佛手、柚子、核桃等近3000
亩。同时以梨园青山湖水为背景，景区开展水果认养采
摘、农产品展示、开心农场、科普教育等活动。

“不仅有好吃的，也有好看的，更有好耍的。”现在，
连片的高效型水果产业投产了。这不仅为安澜谷景区
增添了无限风光，也为游客提供了观光采摘、体验农趣
的好地方。李德全说，“吸引了大量‘人气’，‘人气’又
带来‘商气’，水果都不愁卖了。”

今年，桃园已收益50万元，翠玉梨即将开采，预
计产量50万斤，产值达300万元以上，接下来李子、
柑橘等又将产生经销。据统计，取缔网箱养鱼建景
区，安溪村每年村民增收50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增
收20多万元。

万州长岭镇安溪村取缔网箱养鱼建景区

生态旅游
吸引“人气”带来“商气”

站在安溪水库环视四周，水面波光粼粼，
鱼鸟欢飞；山上绿树成荫，硕果累累。

这个画面，是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绿
色发展的结果，是万州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的生动实践。这幅画，不仅能
让游客饱眼福、口福，还能鼓起群众和集体的
腰包。

想想几年前，安溪水库承包出去肥水养
鱼，不仅影响了水质，村民、集体都没有收益，
人居环境也不舒适。即便增收，那也是付出
了代价。

现在，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做好山水文
章，安溪村走出“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
产业发展新路径，美化了环境、保护了生态、
富了集体和村民。

安溪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坚持绿色发展
富了父老乡亲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万州班列首发。 通讯员 冉孟军 摄（本报资料图片）

清漂船在长江万州段江面打捞漂浮物。 首席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颜梁 摄（本报资料图片）

最近，城口县岚天乡流行着一首
由刘远昌编创的钱棍舞曲子：“岚天几
年大变样，家家住上好楼房；四通八达
公路网，帮助人民奔小康……感谢政
府感谢党，给我们带来好时光！”

“这曲子能流行，不是我写得好，
而是大家认可这几年乡里的工作！”年
过九旬的刘远昌朝乡政府方向伸出大
拇指。

近年来，岚天乡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迅速，年终考评在全县连续三年名
列前茅。今年6月底，该乡人民政府
被中组部、中宣部评为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集体”。

五保老人陈大万：干部
们比亲人还亲

盛夏时节，可海拔1100米的岚天
乡，雨后的清晨仍带着寒意。

78岁的五保老人陈大万坐在乡
敬老院温暖的炉边，和记者聊敬老院，
话语间透露着满足：“这里蛮好，每天
都有肉吃，生病有人照看……”

陈大万以前独居在三河村五社，
替亲戚看守老屋，下山赶场要走四五
个小时，“一年最多赶两三回场。”

去年底，乡干部在走访困难群众

时，发现他有下山的想法，只是担心亲
戚不同意。反复确定了老人的想法
后，今年3月初，政府将陈大万接到乡
敬老院。

没想到，老人那位已定居到乡场
镇的亲戚多次闯进敬老院，要求陈大
万回山。

“每次来都很凶。我们也怕麻烦，
不晓得该啷个办。”敬老院工作人员
说。

乡里召开专题会议讨论陈大万去
留。4月初，这位亲戚再一次闹上门，
乡干部打了110。受到警察严正警告
后，此人再也没敢来了。

如今住在敬老院的陈大万，不仅
体重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他每天会到不远处的乡政府办公楼坐
一坐，看看帮助过他的干部们。“他们
比亲人还亲。”陈大万对记者说。

“踏踏实实为群众服务的干部，全

乡还有很多。”乡长陈宏介绍，乡脱贫
攻坚指挥部成员韦先明由于过于劳
累，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7岁；三河
村第一书记李峰去年下村时突然晕
倒，才发现已患癌症；乡兽医站站长赵
安顺去重庆主城陪护做大手术的妻子
前，连夜帮养殖户把防疫针打完……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在工作中，岚天乡实现“走
户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干部倾听群
众心声、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
难，架起干群“连心桥”。

“犟人”张国树：搬出新
天地吃上“旅游饭”

岚溪村三社村民张国树开办的农
家乐位于岚天的景区环线上，正临岚
溪河。

张国树以前是个养猪大户，早些

年，乡里就让他搬迁河边的养猪场，他
不理不睬。由于脾气犟、听力又不佳，
干部给他做工作很吃力。

2016年5月，曾任乡人大主席的
“改非”领导严和春与他结成对子。每
次从他家过路，严和春都会进屋与他
聊聊，内容从养猪技术到国家大事，再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帮他算养
猪的眼前“小账”和发展旅游的长远“大
账”。

看到游客日益增多，而养猪行情
又不明，固执的张国树也动心了。

2017年 10月，张国树把河边猪
圈里的半大猪转至山脚的猪场。正当
他和妻子忙得满头大汗时，恰遇下村
归来的严和春与乡党委书记江奉武。
两个干部二话不说，一个在前面拉、一
个在后面推，不到1小时就帮着把猪
转运完毕，两人却沾了一身猪粪。

以前，张国树常为小事和左邻右

舍“扯皮”，经常跑乡政府找干部调
解。现在，他很少干这种事了：“办了
农家乐，才起步，没得工夫！”

依靠青山绿水发展旅游业，让岚
天乡群众有忙头、有奔头。近年来，该
乡保留土坯房改修民房，将山水资源
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全乡常住人口中
有80%吃上了“旅游饭”，82%的贫困
户靠旅游年增收入4000元以上。去
年，该乡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旅
游收入超过1000万元。

专门挑刺的张家松：脏
乱差大院变身“别墅”

星月村二社坐落在奇秀的群山
中，淙淙山泉环绕着农家小院；农房院
坝整洁，花木扶疏；活动广场上，村民
们正在乒乓球台上一争高下……

“像别墅吧？”二社社长彭春秀自

豪地说，“几年前我们这里脏乱差，幸
亏选出了个得力的‘带头人’。”

这个带头人就是张家松。由于走
南闯北见多识广，他经常批评村里的
事务，被视为“专门挑刺的”。

2017年，乡里搞环境卫生整治，
让农户轮流给村民评分，但效果不
佳。张家松抨击这样“打人情分”毫无
意义，提出应由村民选出信得过、处世
公正的人来评。

“他提的意见很对。”乡宣传委员
兼人大副主席谢勋文说。二社被选为
试点，由村民自选“院长”，张家松高票
当选。

张家松修改了评分办法，其中一
条是：连续三次排倒数的农户要上“黑
榜”，年底集体分红要受影响。

这对家里杂乱不堪的村民何大爷
来说是个震动。为此，他全家动员忙
了好几天，才把屋内外打扫得干净整
齐。一番努力后，他家门上挂起了“文
明卫生户”的牌子。

发动群众自治是岚天乡制度创新
的一个缩影。乡里一边工作一边摸索
总结，曾向上级反映自然保护区合理
调规、村社集体经济发展等制度性问
题和建议，现已引起重视，有的建议还
被采纳入新拟定的政策中。

走户不漏户 架起干群“连心桥”
——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城口县岚天乡人民政府

本报记者 罗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