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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云阳

如今，漫步在云阳城区街头，移步
即是景，举目满眼春。高楼鳞次栉比，
道路纵横交错，公园景致优美，绿化带
繁花似锦，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绿树为伴，穿越花香，倾听
鸟语……云阳正在努力打造这样
的“公园城市”，一步步实现美好人
居梦想。

云阳县城已由移民搬迁前不
足1.5平方公里、5万余人，发展至
28平方公里、35万人，城镇化率达
43.85%。小区、医院、学校、公园、
商业中心拔地而起，蔚然成片。

围绕建设“50平方公里，50万
人口”中等规模城市，云阳正在加快

“两环两高两大片”建设，城区内畅
外联交通体系快速推进，城市空间
不断拓展，功能不断完善，综合承载
力不断加强，生态之城、智慧之城、
旅游之城、健康之城已初具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
跨越式推进，云阳以人民需求为导
向，用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丰
富多元的文化供给，努力提升城市
的“颜值”“气质”。

在这里，以“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目标，云阳全面提升城市经
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
品质，让好山好水好风景融入城市
建设，让景区成为城市花园，让城
市成为景区客厅，真正实现城在景
中，景在城中。

坚持依山就势，云阳已建成
1999步世界城市最长人字——登
云梯；打造6公里、面积3.7平方公
里的龙脊岭公园，并荣获“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

坚持借水入景，将水际线与城
市轮廓线、天际线深度融合，形成

山环水绕的水域形态，尽展滨江城
市清秀风貌。

坚持植绿成景，高标准打造骑
走跑坐可享、山水花石可赏、文史科
艺可品的33公里环湖绿道；将用地
条件较差的城中空地、河滩地等改
造成绿量足、环境美、设施全、集休
闲一体的广场公园33个和街头小
游园42个，人均公园绿地达14.15
平方米，市民可“5分钟到节点游
园，10分钟进公园广场”。

在努力精心雕琢装扮下，“美丽
公园城市”已成为云阳的生动注脚，
市民的生态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阳，这座
现代开放活力之城正加速崛起，在新
征程上焕发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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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织锦绣 “天生云阳”踏歌行

70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

发展的刻度。

长江之畔，三峡腹心，云阳

大地，沧桑巨变。

70 年栉风沐雨，70 年春华

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云阳

人民砥砺奋进，以坚如磐石的

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在神州

大地上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

锦绣画卷，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

蒸蒸日上，书写了属于这座城

市的辉煌。

聚势谋新，发展永不止步；

继往开来，事业未有穷期。站在

新时代的起点，云阳县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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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

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八项

行动计划”，抓住“五个重点工

作”，全县经济社会呈现出“稳中

有进、以进促稳、以稳应变、持续

向好”的态势。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今

之云阳，正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攻坚克难，以更大的担当作

为，奋力谱写着高质量发展的

壮丽篇章。

整洁干净的道路，白墙灰瓦
的民居，一望无际的田园，在蓝天
白云的映衬下，无限乡村风光尽
显。金秋云阳，山欢水笑，行走在
广袤的乡间，希望的田野一派丰
收盛景，幸福的喜悦洋溢在村民
们笑脸上，振兴发展潮涌。

若把时间坐标拉长，你会看
到曾经的云阳乡村贫困程度深、
基础条件差，产业发展脆弱。70
年来，云阳以敢为人先、只争朝夕
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契合中国特
色、富含时代特征、兼具云阳特质

的“三农”发展之路，实现了从传
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传统村落
到美丽乡村、从温饱不足到决胜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民富则
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近年
来，云阳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化
一服务”即品牌化、组织化、标准
化和技术服务为抓手，大力发展

“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
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推

动农业迈向专业化、现代化发展
轨道。

截至目前，云阳已建成柑橘
30万亩，脆李、桃子、葡萄等特色
水果 8.58 万亩，中药材 8.94 万
亩，花椒2.67万亩，发展食用菌
1171万椴、中蜂9万余群，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重点突出、特
色鲜明，规模不断扩大。

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以凤
鸣、江口、红狮、普安4个农业综合
体为引领，突出打造果品、调味品、
中药材、养殖、优质粮油五大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农业产业链年销
售收入达到65亿元，全县乡村旅
游年接待游客570万人次，实现乡
村旅游综合收入16亿元。

与此同时，云阳突出构建以
“天生云阳”为龙头的农业“母
子”品牌体系，打造一批“金品
牌”；向设施农业转变，加快山
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现代
化水平迅速提升；立足自然禀
赋的生态优势，迈进美丽乡村
建设纵深发展的队列中，加速
乡村蝶变。

如今，在云阳这片热土上，一
幅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不久前，云阳县耀灵镇耀柏
路通过验收，随着这条村级道路
的建成，真正结束了当地 5000
多位群众“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历史。“现在看到家门口
的水泥路就激动不已，相比以往

‘大路三尺宽，小路蹦石间，骡马
难行走，挑担难换肩’的交通状
况，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耀灵镇柏木村村民范明方
感慨道。

曾几何时，峡谷天堑横亘面
前，山乡郊野闭塞难行。如今，一

条条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
路、乡村路网，犹如活力四射生命
线和城市的毛细血管，纵横千里，
遍布云阳，将乡村与城市紧密相
连，让城乡融合发展搭上交通一
体化快车。

一条条攀升的曲线见证着成
长轨迹：1958年云阳县有了第一
条公路，至今全县公路总里程有
7438 公里，公路网面积密度
203.7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
速公路74公里，国省干线604公
里，县道 291 公里，乡道 424 公

里，村组道6045公里。先后实现
建制乡镇通达通畅率100%，行
政村通达通畅率100%。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云阳
县正全力推进“交通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加快推进“一小时云阳”
工程，着力建设三峡库区综合交
通副枢纽。

2008年 12月，沪蓉高速云
阳段的通车，使云阳正式融入
全 市 、全 国 的 大 交 通 序 列 ；
2018 年 12 月，云阳第二条高
速公路——江龙高速建设正式

启动。
目前，郑万高铁正如火如荼

建设，标志着云阳跑步进入高铁
时代，是实现“3小时成都、武汉、
郑州、西安，7小时北京、上海、广
州”的关键，目前云阳段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60%，有望2021年底建
成通车。

此外，云阳还加快推进巫云
开、万云奉巫江南高速等建设，全
力构建“三横一纵”高速路网，提
升云阳对外开放大通道。

以执著笃定的意志、大刀阔
斧的魄力推动交通事业大发展，
云阳也因此收获了经济社会阔步
前行的澎湃动力。

如今，天蓝了，水清了，景美
了——这是云阳人对生态环境
变化的真切感受。漫步大街小
巷、城市公园、街心游园，满目是
绿树成荫、花草相映，处处鸟语
花香，感受到绿意盎然。一城山
水半城绿的生态云阳梦想，成为
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
祉，关乎永续发展。云阳坚定不
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特别是近
年来，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聚焦重点领
域，云阳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按照“建、

治、管、改”基本路径，深入推进
“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
五大环保行动，全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多措并举守牢生态底线，厚
植绿色发展根基，增强经济社会
发展原动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8年，云阳突出控制交通、
工业、扬尘和生活污染，城区空气
优良天数达到348天，同比增加
27天；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河
长制，42个乡镇（街道）污水处理
设施实现全覆盖，27家非法砂石
码头和40家非法采砂场全部关
闭，“一江四河”水质长期保持Ⅱ-
Ⅲ类；逐级建成670余平方公里

以景观林、生态经济林、生态防护
林为主的绿色生态屏障，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53%；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置率达100%，行政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超93%。

呵护碧水青山，共享绿色福
祉。云阳已先后获得“全国文明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
县城”“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
殊荣。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
章”、打好“生态牌”，云阳正加快建
设水清地绿天蓝的国家重要绿色
生态廊道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
范区，让绿色生态成为云阳最响亮
的品牌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数”说云阳巨变

经济实力全面增强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5
亿元，是1979年的176.6倍，年均增
长达16.9%。

农业产值持续提升

2018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74.7
亿元，是1949年的119.9倍，年均增
长7.2%。

工业经济跨越增长

2018 年工业总产值 210.6 亿
元，是 1949 年的 1258.1 倍，年均增
长10.9%。

粮食产量连年丰收

2018 年全县粮食产量 40.1 万
吨，是 1949 年的 2.6 倍，年均增长
1.4%。

财政收入不断壮大

2018 年 全 县 实 现 财 政 收 入
286271万元，是1950年的875.7倍，
年均增长10.5%。

乡村振兴 广袤乡野展开富美画卷

交通跨越 加速畅通城市大动脉

生态优先 绘就绿色发展亮丽底色

城市提质 美丽公园城市款款而来

云阳龙缸·云端廊桥

云阳柑橘产业助推农民致富

云阳环湖绿道之“月光草坪”

云阳市民健步操展演

云阳县城全景云阳县城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