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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梁平

77位老人喜话梁平位老人喜话梁平7070年年
70年峥嵘岁月，70年铸就辉煌。他们是一群梁平老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医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梁平70年发展的建设者、梁平70年变迁的见证者。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7位老人分别从农村变迁、工业发展、交通建设、生态保护、城乡面貌、全域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讲述自己经历和看见的梁平故事。

陈光志家住梁平区明达镇福来村。早在明
朝嘉靖年间，梁平就有加工作坊生产豆筋（俗称

“豆棒”），并被列为贡品。他们祖上从清朝年间
就开始“陈记豆棒”的制作。

18岁，陈光志开始单独裹制豆筋，后来为提
高生产效率，还成立了一家手工小作坊，但成效
不明显。2000年，儿子陈永晶开办豆棒加工厂，
但因工艺复杂、技术落后，每人每天只能生产20
多斤。

2011年，陈永晶和几位大学生成立重庆两
颗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两颗豆”），历
时5年研发出全自动化数控豆筋机，建起了智能
化车间，实现了清洗、打磨、煮浆、滤浆等一系列
关键环节的智能生产和自动化控制，生产效率提
升35%、产品附加值提升30%。

“没想到豆棒还能这样生产！”从小作坊到智
能制造，两颗豆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成为中国豆棒行业智能化领跑者。

这只是梁平工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这些
年，梁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平稳推进27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向经营企业转型，安全关闭
12个乡镇煤矿、削减产能50万吨，整治关闭小砖
厂及其他企业40余家；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引导
冠美廷陶瓷等开展智能化节能降耗改造，引导群
星建材等企业加大工业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同时在水泥、烧结砖厂等重点耗能行业开展水
效、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努力推进节约资源和生
态文明不断进步的新型工业化。

梁平还狠抓机器换人，引导奇爽食品、慧平
管业等20余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张鸭
子经过“机器换人”，仅抓孔工序环节的效率就提
高了10倍。同时狠抓智能制造，加快数字化车
间、数字化工厂建设，引导建成平伟实业、巨源不
锈钢、仟和镁业、大北农饲料4个数字化车间，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不良率和运营成
本。

数字工业
重庆梁平工业园区是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

重庆市首批“智慧园区”试点园区，正创建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截至2018年底，梁平工业园
区累计入驻企业达240户，投产140家，规上企业
80家，产业工人数20080人，工业总产值实现200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43亿元，产出强度达78亿/
平方公里。

田履书的老家就在梁平城郊。他说，小时候
的道路窄小，坑洼不平，县道、乡道更没有，下乡
进村全靠走。1974年，田履书参军入伍。1985
年回到地方。从1991年开始，他到县交通局任
职到2013年退休。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田履书见证了梁平交
通环境从“路不通、道难行、交不便、通不畅”的局
面转变为如今“铁公水空四个一小时、城市交通
网络四通八达”的美好画面。

上世纪90年代初，大观镇老百姓开始积极
筹资修路，并带动了当时全县建设村级道路。
1993年，屏锦镇开始贷款修路，然后收费还贷，
推动了县乡道路的滚动发展。

“特别是近10年来，梁平的交通建设飞速发
展。”田履书介绍，目前，梁平已形成四高两铁一
机场两国道六省道为骨干的交通网络。沪蓉高
速公路梁平段北接万州、南连垫江；梁忠高速公
路东至忠县，西入四川大竹；目前正推进梁平至
开江高速公路及梁平至石柱西陀高速公路建设，
并在区内形成高速环线。梁平境内有318国道
从东向西穿越，243国道（渝巫公路）从南到北跨
越全境，省道有梁开线、梁垫线、梁忠线等6条，
所有乡镇有国道、省道过境。随着达万铁路及渝
万高铁建成，梁平可直达重庆、成都、广州、深圳、
上海等城市。

与此同时，梁平区大力推进城市道路、国省
县乡村公路升级改造、断头路连通、场镇过境公
路等项目建设，基本实现所有乡镇通过国道、省
道或农村干线公路互联互通。2016年，“二环
路”建成通车，惠及9个镇乡（街道）31个村，受益
人口33万余人。随后，梁平又规划“一环路”暨
城市干线公路建设，带动了全域旅游、生态农业、
城镇化发展。

现在，梁平已启动长寿—梁平—开州货运铁
路及梁平火车北站集装箱货运站场建设，实现由
散货至集装箱运输的转变。到时，周边地区出口
产品经梁平站运达重庆，通过对外开放的物流大
通道运到俄罗斯、欧洲及东南亚。

“道路宽阔平稳、车辆南来北往、农村公路干
净整洁、高铁飞驰而过。”田履书说，70年发展，梁
平道路更畅通了。

数字交通
截至今年9月，梁平公路总里程达到4201公

里，公路密度达224公里/百平方公里。2019年，
梁平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硬化通组公路
1100公里以上，确保到2020年，全区村民行政小
组通达率、通畅率均达到100%。

邹炳卿是四川什邡人，1961年到梁平武装
部工作。当时，梁平城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窄、
旧、小”。

1985年底，邹炳卿到了县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局工作。他回忆，县里提出建梁山大道，长
1000余米、宽35米，因为资金困难，修修停停搞
了8年。1995年开始，梁平又用了4年多时间实
施旧城改造，对城区道路裁弯取直、种植绿化树，
完善人行道。

“变化最大是这10年。”邹炳卿说，2009年，
梁平完成了《梁平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局部调整，开启了建设双桂新城的崭新局面。
2016年底，梁平撤县设区后，不断推动产城融合
发展，全面建成中央商务区“一楼两馆四中心”和
都梁广场，新城“三纵三横十六路”、园区“三片二
十六路”路网全面贯通，西南大学附属梁平实验
中学、区博物馆等建成投用。双桂新城一期“五
年成城”，新城二期城市骨架全面拉开。

同时，老城改造城市棚户区34.74万平方米，
建成投用保障性住房3785套，提档升级梁山大
道等多条城市道路，完善雨污管网47公里，实施
7个社区环境综合整治，老城拥堵问题得到基本
缓解，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017年开始，梁平区启动“三城同创”，高水
平推进新城二期建设，体育馆游泳馆、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碧湖路小学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主体
完工；碧湖大道、兰湖路等8条主次道路全线贯
通。儿童公园、泰和公园建成开放，双桂湖湿地
公园都梁飞雪、桂湖夕照、张桥烟雨、垂云北观等
节点景观、巡防应急道、环湖慢行道基本建成。
实施城市补绿增绿450亩、绿化通道98.91公里，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7.6%。

“过去经济发展水平低，只能重点建设中心场
镇。”邹炳卿称，现在，梁平新开建和投用了一批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乡镇燃气气化率和光
纤、宽带、4G等覆盖率大幅提升，持续用力加强场
镇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造农村家庭卫生
厕所4030户，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现代
田园城市、区域开放高地正在强势崛起。

数字城乡
目 前 ，梁 平 区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46.34%，城市建成区面积30平方公里、城区常住
人口30万人。聚力建设12个美丽乡村，建成市
级美丽乡村7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1个、美丽
宜居村庄15个、44个市级绿色村庄，建成美丽庭
院2223个，屏锦镇成功申报创建市级特色小镇。

龙溪河是长江一级支流。曾经一段时间，河
道里漂着垃圾、流进了粪水，河水慢慢变黑、变
臭。

曾宪发是从1999年开始用船运客的，后来
河里草长满了，船都划不动了。2011年，镇里安
排他清漂。8年，曾宪发用坏了3艘船。

“仅清漂是不够的。”曾宪发说，实施河长制
后，区委书记担任龙溪河梁平段河长，流域内设
立各级河（库）长，突出抓好“建、治、管、改”，实现
了大小河流和水库治理责任全覆盖。

这些年，龙溪河流域内建成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1座、城镇污水处理厂40座，配套污水管网
约400公里。同时关闭转型小型造纸企业11
家、乡镇煤矿10家、非煤矿山28家、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27家；关闭搬迁禁养区和其他污染较重、
无法治理的畜禽养殖场300余家。建立四级监
管网格，建立龙溪河流域生态保护激励补偿机
制，流域内设立考核断面30个，设立“生态保护
专项资金”500万元，严格兑现奖惩。

此外，全区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
处理”农村垃圾收集处理体系；严格加强化肥、农
药等农业投入品管控，大力实施水稻秸秆机械粉
碎还田，持续开展秸秆禁烧专项整治行动，建立
健全废弃农膜和包装物回收利用网络。

“过去又脏又臭的龙溪河水重新变清亮了，
河边耍的人也多了。”曾宪发自豪地说，龙溪河
（梁平段）被评为“长江经济带美丽河流”、“重庆
市十大最美河流”，“统筹规划精准治理龙溪河流
域水环境”典型经验做法被通报表扬。梁平区正
把龙溪河流域打造成长江经济带上游重要的生
态屏障和流域生态经济试点示范样本。

全域治水，湿地润城。梁平还围绕保护修复
以明月山、高梁山为生态屏障，以龙溪河等主要
河流为骨架，以丘区城市湿地连绵体为脉络的思
路，做好山、水、湿地文章，全面加强境内70万亩
稻田湿地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开展河湖连通工
程，建成窝子溪、小沙河等一批城市小微湿地公
园；在双桂新城二期利用30-50米宽带状道路绿
地规划生物沟、溪流、浅塘等带状小微湿地群，织
就城市有机小微湿地网络，构建起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

数字生态
截至目前，梁平区湿地面积超过2.8万亩，全

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达 372.33 平方公里，建设
100多个分散小型的公园绿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45.8%，构筑起保障全区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

翟治洪1961年从万州卫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梁平县卫生工作者协会门诊部工作。那时，县
卫协的医疗条件极差，又面临医用设备少，由于
电压不稳定，致使照光室、手术室都不能正常使
用。翟治洪说，1970年那年，全县分配了一台

“120”急救车，急救车整天跑接病人，忙都忙不过
来。

1949年，梁平县仅有不设床位医疗机构1
个，卫生技术人员8人。新中国成立后，梁平的
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和床位设置数量持续增
长，医疗设备设施不断完善；80年代中后期，县乡
级医疗机构达到120多个，开放床位数1000余
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400余人；到2018年，全
区医疗卫生机构已达到615个，开放床位数4000
张。

经过不断发展，梁平区医疗卫生整体水平不
断提高，服务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建立起“一街
道一中心、一镇一院、一村一室”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形成了“农村30分钟、城市15分钟”的医疗
卫生服务圈。截至2018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设施设备总值增长至4435万元，家庭医生签约
21万余人，居民健康教育、计划免疫、妇幼保健、
慢性病防治等提供了极大便利，缓解了大医院的
诊疗压力，有效保障和解决了城乡居民的看病就
医问题。

与此同时，梁平的教育事业也快速发展。
1985年普及小学教育，1988年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1993年普及实验教学，1995年在原四川省
农村区县中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近3年来，梁平累计投入6亿元，建设校舍面
积近15万平方米，建成投用西大实中（校本部）、
泰和小学、聚奎二小等14所城镇学校，新增学位
1.3万个。实现特教学校整体搬迁。教育脱贫攻
坚深入推进。近 3年累计投入 2523 万元，让
55830人次受益营养改善计划；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免除或发放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1.17亿
元；为10807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办理生源地
助学贷款8382万元。

数字民生
到2018年，梁平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61.26

张、卫生技术人员53.94人。孕产妇死亡率实现
“零”目标，婴儿死亡率2.65‰。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77.17岁。全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9%，残
疾学生入学率100%，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
额，新生年级小学全部实现标准班额，初中基本
实现标准班额。

黄永兵的父亲就是一名用竹子土法造纸的
工人。长大后，他也办起了造纸作坊。后来生意
不好做，他就砍竹子扛到山下卖。

到了儿女们这一代，孩子们都外出打工谋生
了。黄永兵以为，他们再也不靠竹子吃饭了。

2017年，梁平区提出，把百里竹海打造成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示范基地，围
绕“百里竹海·康寿福地”的形象定位，将百里竹
海打造成国家5A级景区。

“竹海也能建成景区吸引游客？”黄永兵有些
疑惑。镇里的干部告诉他，竹海有50余个景点，
集竹海、林海、湖泊、田园、峡谷、人文于一体，仅
竹类品种就有寿竹、白夹竹、楠竹等100余个，是
国内独有的以寿竹为主的竹海景区，有“竹类博
物馆”“中国寿竹之乡”的美誉。

很快，黄永兵发现，从沪蓉高速梁平出口到
百里竹海20公里快速通道打通了；从屏锦镇天
生桥到竹丰湖的25公里景观大道油化了；通往
各景点的21条支线也先后建成，基本形成了旅
游环线。

与此同时，百里竹海陆续建成了观音洞、寿
海、猎神居、竹海之门、蝶海等景点，还修了标准
化停车场、公共厕所等。

去年5月，百里竹海试开园后游客不断，听
说3个月就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黄永兵这才
发现，挣钱的不只是景区，还有竹海周边开民宿
的老百姓。

“看到他们挣钱，我也有了办民宿的想法。”
黄永兵到镇里报了名也要开民宿。今年8月，镇
里将黄永兵家门前的泥石路硬化了。前几天，他
给大儿子去了个电话，“我们商定他明年就回来
开民宿吃‘旅游饭’。”

这些年，梁平的景区景点越来越多，形成了
明月山·百里竹海、双桂田园两大核心景区，双桂
田园景区内双桂堂、滑石古寨、万石耕春、数谷农
场、中华·梁平柚海等景点吸引了八方游客，游客
不但带“红”了景区，也带“红”了当地的土特产
品。

数字旅游
梁平区先后荣获“中国重庆2018十佳康养胜

地”、“十佳美丽乡村”、“重庆之声2019听众最喜
欢的旅游目的地”等荣誉。“山水田园·美丽梁平”
宣传口号获“2019中国大三峡文化旅游最具吸引
力城市形象宣传口号TOP100”称号。今年1—8
月，全区接待海内外游客70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3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68％、84.01％。

梁平正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图为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摄/吴梦雄

都梁新区一角 摄/熊伟梁平是国家功率半导体封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图为平伟实业
生产车间。 摄/刘辉

一列高铁满载着乘客，驶离梁平南站，奔向希望的远方。 摄/蒋胜斌

来宝小学开设研学课程来宝小学开设研学课程，，引导学生学习梁平木版年画制作引导学生学习梁平木版年画制作。。 摄摄//张常伟张常伟

龙溪河清漂护碧水 摄/高小华 明月山·百里竹海景区游客如织 摄/向成国梁平是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图为游客登瑞丰亭赏万
石耕春丰收美景。 摄/吴梦雄

胡忠政老人出生于1934年。1949年，他报
名参军。1980年，胡忠政回到梁平屏锦镇粮管
所工作，负责发放返销粮。

“这7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
成立后，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因为吃大锅饭，农
业科技水平不高，大家还是填不饱肚子。胡忠政
说，“当时屏锦镇八九万人，每年要发返销粮20
多万斤。”

老人说，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农
民再也不饿肚子了。到了2006年，国家废除了
农业税，农民种地国家倒要给补贴。

“我一直有入党的梦想。”胡忠政坦言，因家
庭出身未能如愿。到了2006年，他72岁才入了
党，“我当即做出一个决定，学会照相、学会用电
脑，记录和宣传乡村新变化。”

“梁平不但脱贫攻坚战打得好，乡村振兴也
干得很有特色。”胡忠政介绍，竹山镇猎神村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关停了10多家
矿业企业，大力发展民宿、竹编加工、竹荪种植等
产业，目前建成的猎神居、梦溪恬园等民宿深受
游客青睐，围绕竹产业而开发的体验项目、特色
餐饮、特色产业越来越多。礼让镇的川西村，稻
田除了种水稻还养鱼，同时建起了关于鱼的科普
展示区、文化体验区、旅游拓展区、度假休闲区，
一个传统村落建成了生态旅游景区。合兴镇龙
滩村的中华·梁平柚海，不仅柚子可以卖钱，柚子
花开时还接待游客赏花，一颗柚子还研发出了柚
子茶、柚子酒、柚子蜂蜜、柚子精油等旅游产品。
高标准农田建设惠及全区大部分老百姓，田间生
产道路、排灌渠系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老百姓种地的后顾之忧，促
进农业生产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和农民增产
增收。“农业开始机械化生产，再不是一锄一犁耕
作了。”胡忠政说。

“田头的‘文章’多啊！”9月23日丰收节，重
庆数谷农场在金带镇双桂村开园。在这里，瓜果
蔬菜不在地里种了，水、肥都是智能化管理，气温
也是自动控制，胡忠政听说只要一部手机就搞
定。

“过去种田累弯了腰杆，现在开始智能化种
田。”胡忠政说，70年来，乡村变美了，农民变幸福
了。

数字农业
梁平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占比提高到42%，打造出2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合兴市级农业产业园，10个区
级产业园，打造5家以上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加工
龙头企业，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50个，新培育

“三品一标一产地”农产品200余个，将梁平柚、生
态渔业、生态畜牧业分别打造成10亿元、8亿元、
6亿元的产业集群，全区农业增加值年增速达到
5.5%。

过去是工业手工作坊
现在是智能化生产线

陈光志，75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陈记
豆棒”第四代传承人

过去种田累弯了腰杆
现在开始智能化种田

胡忠政，85岁
梁平区屏锦镇粮管所退休干部

过去到万州5小时
现在去重庆1小时

田履书，66岁
原梁平县交通局党委书记

过去城区窄旧小
现在城乡像公园

邹炳卿，79岁
原梁平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

过去龙溪河成了臭水沟
现在是全市十大最美河流

曾宪发，69岁
梁平区云龙镇龙溪河清漂工

过去一台120忙不过来
现在家庭医生都进了户

翟治洪，73岁
原梁平县中医院院长

过去砍竹子土法造纸卖
现在守护竹海吃旅游饭

黄永兵，73岁
梁平区竹山镇大塘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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