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清了，钓鱼的人也多起来
了。”近日，垫江高安镇兴盛社区
居民梅小琼说，过去她和丈夫在
镇上开餐馆为生。后来，随着龙
溪河的水质一天天变好，来河边
钓鱼的人也多了，从中嗅到商机
的她便转行开了个渔具店，生意
不错。

让人想不到的是，给当地村
民带来财富的龙溪河曾让当地
政府和村民吃够苦头。

龙溪河全长238公里，发源
于梁平，途经垫江，然后汇入长

寿湖，流域面积 3248 平方公
里。前几十年，由于沿河两岸造
纸厂、啤酒厂、化肥厂等工业废
水污染，加上沿河集镇生活污水
直排，龙溪河因注入了各种颜色
的污染物而成为“六彩河”，水生
态岌岌可危。

近年来，垫江县坚定贯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
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
度重视龙溪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垫江县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杜绝沿河城镇的
污染物排放进入河流。在此后
几年里，该县先后在县城和相关
乡镇投建了3座工业污水处理
厂、22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和26
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配套建
成总长177公里的城镇排污管
道，同时对354家工业企业、513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了污
染整治；解除投肥养鱼承包合同

116份；关停或搬迁254个禁养
区畜禽养殖场。并在全县范围
内持续开展了河道清漂、垃圾清
运等8个专项行动，建立常态化
管理机制。

不仅如此，按照“河长制”要
求，垫江县对龙溪河及其支流的
涉水污染源进行了逐一摸排，全
面排查出重点涉水污染源，并制
作了污染源分布图，实行“挂图
作战”，让每位河长都清楚自己

的“责任田”。每解决一处污染
源，就在图上“销号”一处，治污
进展一目了然。

截至目前，涉水污染源已完
成整治 519 个，通过水污染防
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
治等一系列措施，工业废水、畜
禽养殖、中小河流整治、农村面
源污染以及肥水养鱼等得到有
效治理，为承担“上游”责任，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及
加快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作
出巨大贡献。

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
司是国内最大的摩托车铝轮生
产企业之一。近年来，经过工
艺改造和技术创新，从浇铸、打
磨、加工到喷漆生产不仅实现
了智能化生产，其产品合格率、
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

在垫江，重庆三丰玻璃有
限公司先后引进5条智能玻管
生产线、35套全自动玻瓶加工
智能检测设备等智能生产系
统后，不仅将产业工人从繁重
的生产线解救出来，效率的提

高，年产口服液玻璃瓶也突破
历史达到18亿只。

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变化，
无不是垫江近几十年来工业
产业执着进步和锐意创新的
最好佐证。

垫江县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工业
多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
低产出为主要特征，不利于工
业产业壮大增强竞争力。近年

来，为切实践行好国家战略和
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推动数字经
济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的决策部署，垫江迅速出台
了《垫江县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力图以高质
量发展为引擎，推动传统制造
向智能制造转变。

同时，紧紧围绕“高”“新”
二字做足文章，深入实施“项
目立县、项目兴县、项目强县”
计划，通过采取“1+6”项目推
进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
段，推动项目建设落地、开工、
投产。并出台一系列鼓励政
策和服务措施，一方面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生
根。

如今，转型升级，将人工
“制造”转变为智能“智造”，工
业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核心竞争
力日益增强，新兴动能不断迸
发，质量效益稳中有升，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新兴工
业正成为推动垫江全县经济
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引擎。
仅去年，全县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 157.3 亿元，同比增
长9.69%，实现利润13.3亿元，
同比增长27.9%。

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的土路、砂石路；到平整宽阔
的水泥路、柏油路；从出行基本

“靠双脚”，到现在的“抬脚上
车”。新中国成立70年来，垫江道
路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变化，展示着该县交通事业
发展的丰硕成果，见证着社会的
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映照出百姓
满满的幸福感。

翻开一张1985年的垫江县
综合交通现状图，尽管已有些微
微发黄，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解读
出当时垫江交通的状况，县境内

机耕道合计72条，里程共222.5
公里，里程短、等级低、路况差、
不联网，形象概括了当时的交通
状况。

为解决交通对垫江经济发
展的制约，该县拉开了公路建设
的序幕，逐步对旧公路进行改造
和扩建。目前，该县共有国道
83.1公里，省道230.2公里，县道
194.3公里，乡道154.5公里，村
道2787公里，基本形成了以渝
万城际高速铁路、沪蓉G42、沪
渝G50高速公路和国道G243、

G350，省道 S515、S513、S206、
S205等国省道为干线、县乡村
道为支线的陆上交通运输网络。

垫江县交通局局长陈宇跃
介绍，今年，该县交通重点项目
建设共14个，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约8亿元，截至7月底，实际完
成投资约2.5亿元。近年来，该
县抓住当前交通运输发展的黄
金机遇期，积极助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推
进“四好农村路”及全县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围绕县城为中心，

以畅通对外出口为着力点，强化
支撑，强化路网互联互通，加大
交通扶贫力度，推进我县交通高
质量发展，让百姓出行更加方
便、畅通。

70年沧桑巨变，如今的垫
江，道路交通发展日新月异，各
个重点工程项目逐步推进，目前
该县已开工建设南部快速通道，
加速启动“垫丰武”高速公路建
设，解决垫江南部区域无高速的
问题，力争2020年前开工。以

“交通进村连组、助推精准脱贫”

为统揽2018年－2020年实施
撤并村通达535公里，解决304
个村民小组通达问题；实施村通
畅工程1112公里，解决639个
村民小组通畅，实现撤并村、社
通畅率达到100%，实现立体交
通的“内畅外联”。

值得一提的是，垫江深入贯
彻落实“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的
理念，将农村公路的布局与当地
特色景观打造、产业等紧密结
合，实现路畅通与经济活、旅游
旺的高效统一，使其真正成为当
地发展的命脉、致富的通道。

去年1月7日这一天，对于
高安小学的33名孩子来说，是
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这
一天是他们被确定为参加全市

“好时光·七彩童年”新春晚会
后，第一次到主城参加节目排
练。虽然这对于高安小学来说
不算什么大事，但对于孩子们来
讲，是一次踏上人生舞台，实现
自我价值的机会。

据介绍，高安小学2012年、
2013年，学校“十有”少年民乐
团就曾两次登上过中央电视台，

其演奏的《打跳欢歌》《姑娘生来
爱唱歌》均荣获金奖，近年来，该
校学生更是先后奔赴北京、云南
等地参加全国校园新春音乐会、
全国葫芦丝巴乌邀请赛、重庆市
葫芦丝巴乌专场音乐会等，并取
得不俗成绩。

垫江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高安小学对农村艺术教育成功
探索值得借鉴。近年来，为让更

多孩子站上舞台实现自我价值，
县教委按照“五育并举”“六个下
功夫”育人理念，坚持以素质教
育为中心，以学校艺体教育工作
为突破口，从组织领导、工作计
划、课程设置、活动安排、师资配
备、设施设备等方面不断创新，
并通过“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基本实现了学校有底蕴、有特
色、有传统、有口碑，让更多学生

成为有技能、有素养、有特长、有
品位的德艺双馨好少年。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垫江有 12
所，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校2
所，全国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2
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1所，全国国防教育
示范校1所，重庆市义务教育阶
段艺体特色学校12所，重庆市

科技特色学校1所，重庆市首批
美育实验学校3所，初步形成了
特色学校的百花齐放，百花争
鸣，让每一位孩子找到属于自己
的舞台。

此外，为落实好“两不愁三
保障”政策措施，今年9月，县教
委从100所中小学以及幼儿园
抽派出4000余名教师，结对帮
扶4000多名贫困学生，同时对
建卡贫困家庭学生进行送教上
门服务，实现让贫困孩子上学受
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产 业 以高质量发展为引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

生 态 加大污染防治力度，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交 通 补齐城乡发展短板，构建畅通立体交通网

民 生 注重特色培养，让每位孩子上好学实现自我价值

风正扬帆正当时 潮涌奋进气象新
——从四个侧面透视垫江经济社会发展全景

突出核心景区打造，休闲旅游快速发展
围绕“牡丹”“康养”“盐浴”“古寨”“乡村”

五张牌，打造4条旅游精品线路，“1+5+4+
N”规划体系全面构建，“两山四水四季花”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成功举办第二十
届牡丹文化节、第一届中国石磨豆花美食文
化旅游节，实现全年接待游客353.6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3.8亿元。

狠抓新型业态培育，商贸流通彰显活力
全年批发零售额、住宿餐饮额分别增长

8.1%、7.9%，自营进出口总额达6.1亿元、增
长97%。同时培育电商市场主体1562户、增
长 30.2%，实现电商交易额 11 亿元、增长
29.4%。农特产品展示中心、跨境电商中心
建成投用，淘宝垫江馆、京东特产馆、“购垫
江”微商城，实现400余种农特产品触网。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形成垫江晚柚、特色柑橘、优质李子、特

色中药材、榨菜产业的一村一品，成功开展
“康养垫江·清洁家园”“康养垫江·绿色田园”
“康养垫江·清洁水源”“康养垫江·美丽村庄”
四大行动，实现农业增加值46.4亿元、增长
5.2%。

聚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全面落实“河（库）长制”，整治重点涉水

污染源244个；实施龙溪河流域生态修复，新
建堤防37.3公里、滨河生态带80亩；实施国
土绿化提升行动，治理水土流失43.7平方公
里，完成植树造林、退耕还林12.7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40.5%。

统筹推进城镇建设，宜居品质不断提升
城镇化率44.8%，县城建成区面积18平

方公里，同时东部新区开发全面启动，编制
《垫江县新一轮总体规划大纲》，完成城市设
计9个。新华北街等8条城市主次干道建成
通车，市民休闲空间进一步拓展，安装老旧住
宅电梯30部，城区节点绿化7万平方米、花
卉布展100万盆（株）。

坚持共建共享共治，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新增就业 7924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4%，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5%；新建校
舍8.9万平方米，发展公办园、普惠园，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88.5%；县全民健身中心建成
投用，新增市级社区健身点10个，完善文体
设施4.2万平方米；全县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
达65%，同时中医药综合服务实现“县、乡、
村”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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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经济社会发展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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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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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垫江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垫江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大发展的同

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风正扬帆正当时，潮涌奋进气象新。为全面展示垫江7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我们从产业、交通、生态、民生四个侧面，以小见大透视垫江经济社会

发展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