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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岛是重庆的瑰宝！”
今年2月，在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举

行的线上观花活动中，一位重庆网民激
动地留言。

线上观花，赏的是油菜花。对市民
来说，广阳岛上最美的乡愁，就是春天盛
开的油菜花。

令人欣喜的是，今后广阳岛上的景
色将会更加丰富。

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
观生态院院长赵文斌介绍，今后，广阳岛
将从自然、人文、生态、建筑4个维度打造
岛上景观。

自然景观，指的是广阳岛及周边自
然形成的风景，如长江、铜锣峡、明月峡、
滩头等。对于这类景观，将以保护为主，
并打造最佳观景点，让人们欣赏到广阳
岛自然风光最美的一面。

人文景观，指的则是广阳岛上的人
文遗迹。例如，抗战时期，广阳岛上驻扎
过苏联援华飞行队和美国志愿援华航空
队。保留至今的士兵营房等已被列为文
物保护单位。今后，人们可以近距离感
受这些人文景观。

生态景观，指广阳岛生态修复中形
成的风景，如梯田、多彩森林、草地等。

它们将为广阳岛带来更蓬勃的生机。
建筑景观则指广阳岛上今后将建成

的建筑。它们将融入到全岛的生态风景
中。

岛内设计方面，将注重设计乡村形
态、增加乡村元素、营造乡村气息，增加

“乡愁”体验，做到因山就势，融入自然。
有景观、有建设，绝不等于破坏广阳岛的
自然生态。赵文斌透露，他们将通过“护
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丰草”六大措
施进行广阳岛自然恢复、生态修复，保护
好生物多样性，努力实现山青、水秀、林
美、田良、湖净、草绿。

当下，广阳岛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春季植树丰草工作。曾被压实作为工程
地基的土地，在经过地形微整理后，绿草
如茵，重新焕发出生机。湿地中，白鹭翩
翩起舞，风景如画。

“广阳岛生态修复一期工程，预计在
今年6月完成。”赵文斌表示，今后，重庆
市民将看到一个更加不同、也更加美丽
的广阳岛。

绿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美底
色。重庆有信心，也有决心，更有实干的
精神，把广阳岛打造成“长江风景眼、重
庆生态岛”。

绿色发展 4个维度景观融入全岛

广阳岛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江心
岛。鸟瞰全岛，它仿佛仰卧在长江的怀
抱里，悠闲地观望两岸青山。

坐拥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加之生态
条件优越，广阳岛上从新石器时代就有
古人类居住。到本世纪初，岛上已有
2000多户居民。他们种植水稻、玉米、果
蔬，过着平静的农家生活。

据广阳岛的老居民回忆，过去由于
四面环水，居民们需要划船出行。只有
长江枯水期，车辆才能上岛。直到2006
年广阳岛大桥通车，岛内外才不再被江
水“隔断”。

由于风景优美，环境宜人，广阳岛上
的“农家乐”最多时超过30家。每到周
末，众多市民到岛上休闲、散心，体验捕
鱼捞虾的农家野趣。

广阳岛不仅风景好，人文底蕴也十
分深厚。

2010年左右，广阳岛步入统一开发
阶段，岛上居民开始逐步迁出。

“当时有一种说法，广阳岛要开发
成重庆版的美国纽约长岛。”从广阳岛
上迁出的刘小军回忆，据说，广阳岛将
被打造成一个高端的岛屿社区，包括居
住、商业、文娱、旅游、酒店、会议等多种

业态。
岛上的田园风光，迅速被不断推进

的工程建设覆盖。双向两车道的广阳岛
大桥，很长一段时间里，桥上出现最频繁
的是拉工程材料的大货车。

事实上，广阳岛上规划的房地产体
量，一度达到300万平方米。视野最开阔
的两端岛头，曾被计划用来集中布局商
业地产、酒店和娱乐设施。

2014年，一条10.8公里的环岛公路
在广阳岛上竣工。道路两旁种下的梧桐
树，正是那批“见证者”。

大规模的工程开发，使广阳岛的山

水林田湖草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一
份调查资料显示，由于采石取土、道路建
设等，广阳岛内部分山体被挖开，最大的
开挖体位于山体北侧，面积约10公顷，造
成大量边坡和崖壁裸露；岛南侧的自然
水系格局被人工排水系统取代；因过度
砍伐，岛内原生林严重退化；原有水田和
梯田被人工改造为大田、旱田，农田肌理
受损，土质逐渐退化为紫色土、沙壤土和
泥沙土。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2017年下半年，重庆果断叫停广阳

岛上的大开发。

生态优先 果断叫停广阳岛上大开发

广阳岛该何去何从？
重庆给出的答案是：进行生态修复，

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打造“长江
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这一定位，是科学决策的结果。广
阳岛，由此转身。

广阳岛保护建设工作，得到重庆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陈敏
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多次到广阳
岛调研。陈敏尔在调研中指出，重庆是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对
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承担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
为了做好广阳岛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有关方面用一年多时间，细致勘查，
摸清岛上生态和人文资源底数。

数据证明，广阳岛拥有一份足以令
重庆人骄傲的“家底”。

看自然景观，广阳岛地处明月山、铜
锣山之间，山环水绕，江峡相拥，“山水林
田湖草”一应俱全，一岛可以看遍自然美
景。

数生态资源，岛内共普查记录到超
过600种动植物，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1种，二级保护鸟类10种，国家二级
保护鱼类1种，中国特有鱼类44种，长江

上游特有鱼类15种。
在摸清广阳岛“家底”的基础上，重

庆深入做好立法和规划研究，加强保护
管控和合理开发。

2019年7月1日，重庆市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会上审议广阳岛片区规划方案
和关于加强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的决
定。

2019 年 8月 2日，《重庆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广阳岛片
区规划管理的决定》经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此举意味
着重庆通过法规性决定来加强广阳岛
片区规划管理，让广阳岛的规划更具刚

性约束力。
2019 年 9月 25 日，广阳岛片区总

体规划亮相，提出了“两个100%”和“两
个零排放”。即确保全岛清洁能源利用
率100%，实现岛内日常绿色交通出行
率100%；实现岛内日常生活垃圾对环
境的零排放，实现岛内污水对环境的零
排放。

保护广阳岛，还是重庆打造江心生
态岛链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长江重庆段常年露出水面
的江心绿岛主要有13个，广阳岛是其中
之一。今后，被保护利用的江心岛，将形
成江心生态岛链。

科学决策 打造“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广阳岛广阳岛：：踩下大开发踩下大开发““急刹车急刹车””打造打造““长江风景眼长江风景眼””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翔

“山上花椒满坡，江畔龙眼无数，我们是幸福的
湛普人，脸上挂着甜蜜，心中装着满足……”这是丰
都县湛普镇当地老百姓时常吟唱的一首歌。

位于长江边的湛普镇，摒弃过往的传统发展模
式，大力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我以前认为厂里冒的烟是灰尘，还对水泥厂有
意见，现在才明白是水蒸气，原来是一场误会。”前不
久，在参加了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组织的环
保开放日活动后，湛普镇燕子村一位村民说。

湛普镇历来是丰都的工业重镇，聚集了东方希
望水泥、建典水泥等一批重点企业，镇内的16家工
业企业中，就有8家是规上企业。但水泥厂等产生
的烟尘、噪音等，一度对当地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以至于当地人将湛普场镇称为“光灰场镇”。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求温饱’，一心盯着GDP，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求生态’。”湛普镇镇长向海
林说，湛普镇创建了“村企共建共享”机制：一方面通
过企业开门搞环保，打消村民疑虑，督促企业更好履
行环保责任；另一方面，企业帮助村社发展，共享发展
成果，共同打造美丽宜居、产业兴旺的新农村。

位于湛普镇燕子村的东方希望水泥扎根当地多
年，在该企业务工的村民就有200多人。开始定期
开门搞环保后，在村民的监督下，企业更加注重环保
设施的改造升级。与此同时，该企业还拿出数十万
元改善村容村貌。

湛普镇与许多库区沿江乡镇一样，面临着人多
地少、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的困境。为了加强生
态建设、治理水土流失，同时解决当地群众的“吃饭”
和增收问题，湛普镇想到了发展花椒产业。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白水社区种植了花椒的34
名党员成立起一个“管花椒”的党支部，通过党员带
头、党员帮扶、党员服务等引领乡亲们发展花椒产
业，解决群众产业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

贫困户张吉胜一家三口，妻子和儿子都有残
疾，全家只有他一个劳力。针对他的情况，花椒党
支部重点关照，党员李国芳与其结对，张吉胜家花
椒树产量逐年增加。去年，张吉胜家的100余株
花椒树，为他带来了1万余元收入。

在鼓励村民栽种花椒的同时，针对花椒产业面
临的缺乏龙头带动、花椒市场波动大、产业链条不长
等问题，当地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湛普镇农业服
务中心主任陈国介绍，为了帮助椒农掌握技术，他们
长期举办花椒种植技术培训班；为了解决群众发展
产业的资金问题，当地大力开展小额信贷；为了解决
缺乏龙头带动的问题，当地不断引入和培育龙头企
业和大户，成立股份合作社，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农户持续增收；为了解决市场销路问题，借力东西
部扶贫协作，与我国华东地区最大的花椒市场山东
枣庄建立了定点采购机制。

这些举措的实施，有力带动了当地花椒产业的
快速发展。截至目前，湛普镇花椒种植已扩展到了
春安、马安、燕子等各个村社，全镇花椒种植面积已
达10200亩。随着花椒树的陆续成林，困扰当地的
水土流失问题迎刃而解，远远望去是一片翠绿。

发展有特色
生态有贡献

□本报记者 申晓佳

4月，广阳岛上的梧桐又绿了。
这些环岛栽种的梧桐树，见证了广

阳岛的变迁——它们刚种下的时候，广

阳岛正处于整体开发的进程中，弥漫着
工程的喧嚣；而现在，广阳岛一片宁静，
春风中回响着悦耳的鸟鸣。

从昔日大开发，到今日大保护，广阳
岛完成了转身。

这种转身，是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推进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
示范作用的具体体现。

这种转身，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是践
行“两山论”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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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

如今，我市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把“绿色+”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全市各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2018年和2019年，我市共完成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计划1140万亩；加上幼林抚育等其他营
造林项目，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1280万亩

今年，已实施营造林222万亩；森林覆盖率
由2018年的48.3%
上升至50.1%；长江
两岸森林覆盖率达
51%；全年将完成
640 万亩的营造林
计划 数据来源：市林业局

去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纳入
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7.6％，
同比提高7.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16 天，为实
施空气质量
新标准以来
最好水平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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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生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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