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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垫江忠县丰都四区县委书记谈如何打好“三峡牌”建好“城镇群”

以“生态+”理念谋划发展 用“+生态”思路发展产业
近日，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指

出，要把“两群”做特做优，有利于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推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促进渝东南、川南地区
融合发展，更好地发挥在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渝
东北区县要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学好“两山
论”，走好“两化路”，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生态”的

思路发展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相关区县如何在承接主城都市区产业转移的同时，立

足自身优势加快发展绿色制造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构建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7
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渝东北部分区县党委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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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记者 彭 瑜

访谈嘉宾
梁平区委书记 杨晓云
垫江县委书记 蒲彬彬
忠县县委书记 江 夏
丰都县委书记 徐世国

重报圆桌会

重庆日报：渝东北生态责任重大，在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同时，如何大力
构建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
态经济体系？

杨晓云：梁平有旖旎的田园风光、深厚
的农耕文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
智慧智能统筹“三生空间”，促进产城景融
合，保护好利用好自然山水和美丽田园，建
设现代田园城市。

一是以田园为底板，留住乡愁记忆，让
山水、田园、乡村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
分。二是以“五湖四海”绘出“田园之城”，城
区植绿添园，精雕细琢城市文脉，打造精致
优雅城市。三是携手川渝六区县，依托百里
竹海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建好民宿群，
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让“竹山变金
山”的故事更加精彩。

蒲彬彬：我们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夯
实生态基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发展绿色产
业，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天然气综合利用、
汽摩配套、消费产品等优势产业；打好牡丹花
牌、盐温泉牌、中医药牌，建设农文旅融合的
国家康养文化旅游集聚区。三是建设绿色城
乡，紧扣“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生态宜居
城市发展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产城景融合、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文旅融合，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之地和主城都市区的郊区新城。

江夏：忠县将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空

间，筑牢屏障美家园，建设宜业宜居宜游城
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一是保护好绿水青山，加大县域水系山
系保护力度，大力推进长江防护林建设，精
心打造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二是治理好
垃圾污水，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中转-
县处理”城乡协同垃圾处理模式，提升城乡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高城镇集中式
污水处理率。三是发展好绿色经济，大力发
展柑橘、笋竹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环保产
业。四是实施好生态共治，联合建立跨区域
生态治理共商共管机制，开展跨界护山护水

护林联合执法，实现共治共管。
徐世国：丰都围绕共建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走“文化观光游、休闲度假游”两条
路径，努力成为主城都市游、长江
三峡游、渝东北渝东南生态游的重
要战略支点。

以名山5A创建为抓手，唱响
“鬼城”民俗文化品牌。积极融入
长江诗词歌赋文化带，加快名山景
区功能拓展、设施配套、服务升级、转
型发展步伐，深入挖掘、研究推动“鬼
城”民俗文化与巴渝文化深度交流融合。

以创建南天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重
点，加快推进雪玉山、莲花山、方斗山等康养
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冰雪产业基地，共建涪
丰武大武陵山度假区，打造全市度假康养基
地。

大力构建生态经济体系

重庆日报：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工作
座谈会强调，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
生态”的思路发展产业。我们如何承接主城
都市区产业转移，在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促
进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杨晓云：梁平交通区位优越、用地条件良
好、环境容量较大、产业配套能力强，我们以
产业为王、项目为要，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

首先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以创
建国家高新区为抓手，全力打造绿色制造业
基地、消费品工业基地，到2021年要构建起
千亿级工业。加快电子信息、智能家居、绿色
食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集成电路、
新材料、通用航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次围
绕新经济、新业态、新基建，聚焦5G通讯、数
字文创、人工智能，建设渝东北大数据中心，
高标准建设都梁新经济区。同时提升干部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水平，着力打造营商
环境高地。

蒲彬彬：垫江将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主
城都市区的产业转移，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
是做畅交通，做好黔忠垫广铁路、长垫梁货运
铁路、垫丰武和垫大高速公路建设前期工作，
强化垫江与机场、铁路和周边港口、码头的互
联互通，形成通江达海的对外交通物流格
局。二是做大平台，聚力打造工业园区平台
矩阵，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千亿能
级高新区，争创国家级高新区。三是做强产
业，着力为全市汽摩产业发展“跑好龙套”，与
长寿、涪陵一起，共同为全市天然气产业补链
成群，打造重庆高新技术承接转换示范区。
四是做优环境，对标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打造安商的法治环境、公平的市场环
境、高效的服务环境、“亲”“清”的政商环境、

重商的社会环境。
江夏：忠县将立足产业优势，承接主城都

市区产业转移，补链延链建集群，打造特色产
业基地。一是大力发展特色工业，探索“成渝
研发+忠县转化”模式，大力发展新能源、生
物医药、智能装备、资源加工等特色工业，打
造三峡库区绿色工业基地。二是持续壮大数
字经济，加强与成都合作，加快建设数字产业
职业技术学院，打造电竞小镇；做大“柑橘
网”，构建“数据+金融+电商”生态圈。三是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沿江渝万高铁、成
遂广忠黔城际铁路、沿江高速北线等建设，做
实新生港港口物流园区，加强与川东北合作，
打造多式联运物流基地、沿江滚装运输中心。

徐世国：丰都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服

务化，坚持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构建高效、清
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全力打造“千
亿丰都工业”。一是立足风能、水能等资源优
势，布局抽水蓄能、改性甲醇、风电等项目，打
造100亿级清洁能源基地。二是围绕“1+4+
X”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肉制品、调味
品、粮油食品、水果等加工业，打造300亿
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三是立足丰富的
建材资源，打造300亿级装配式建筑材料
产业集群。四是发展医用耗材、中医药等大
健康产业，打造100亿
级医疗用品产业集
群。五是承接东
部和主城汽摩产
业、环保装备
等产业转移，
打造200亿
级装备制
造 产 业
集群。

承接主城都市区产业转移

重庆日报：各区县如何加快发展绿色制
造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描绘一幅城
市与乡村、山水与人文融合发展新画卷？

杨晓云：梁平聚焦“五个振兴”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区，做足“稻、竹、柚、鸭、豆”文章。
实施美丽村庄规划、粮猪菜稳产保供、柚竹
渔提质增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田园风光
塑造、抓乡促村“六大工程”；抓好农村“三
变”、村级集体经济、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
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四项改革”；把田园风
光作为生态旅游的核心资源，突出农文旅融
合，抓好双桂田园、百里竹海等核心景区建
设运营，大力发展周末旅游、周末经济；以

“晒金秋田园·庆五谷丰登”为主题，持续办
好“三峡晒秋节”。

蒲彬彬：垫江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有基础、有条件。我们将重点抓好四

大产业：一是抓好生猪产业，加快推进生猪
产业化项目建设，着力建设年出栏100万
头生猪产业化基地。二是抓好垫江晚柚产
业，着力打造10万亩垫江晚柚基地。三是
抓好道地药材产业，加快推进 10 万亩道
地药材基地建设，培育一批现代中药及生
物医药加工企业，着力打造200亿级现代
中药及生物医药加工产业集群。四是抓
好农产品加工，以建设高安食品加工园为
重点，着力建设100亿级绿色食品加工产
业集群。

江夏：忠县高标准建设“三峡橘乡”田园

综合体，带动“一兴四美·七彩大地”美丽乡
村建设，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围绕产
业兴，大力实施优化农业结构工程，共同打
造三峡库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带；
围绕生态美，加强河渠堰库塘等田园水系综
合整治，打造最美森林、最美河流、最美梯
田；围绕村容美，开展村容村貌治理，建设最
美农庄；围绕乡风美，开展“破除旧观念·致
富奔小康”学习教育和“五村五户”评选活
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围绕生活美，加快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徐世国：丰都
坚持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以培育发
展“1+4+X”产业体
系为重点，以打造全市畜禽养殖基地为抓
手，共建成渝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带。“1”
即牛、鸡、猪等畜禽养殖业，打造综合产值
300亿元的绿色畜禽养殖基地，打造中国肉
牛之都、蛋品加工中心和鸡肉供应基地、全
市生猪养殖重点县。“4”即发展红心柚15万
亩、榨菜30万亩、花椒10万亩、生态渔业5
万亩，共建长江三峡柑橘产业带、涪陵—丰
都榨菜产业带、调味品产业集群、三峡生态
渔业基地。“X”即因地制宜发展龙眼、中药材
等特色产业。

发展绿色制造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梁平区金带镇双桂村重
庆数谷农场，游客在体验采摘
西红柿的乐趣。
特约摄影 刘辉 摄/视觉重庆

◀垫江
工 业 园 区 的

重庆市佳佳乳
业公司，工人正

在生产线上忙碌。
通 讯 员 向 晓

秋 摄/视觉重庆

▲忠县新立镇中岭
村，三峡橘乡田园综合
体的七彩水稻长势
正旺。

通讯员 毛幼
平 摄/视觉重庆

▼丰都县暨龙镇
乌阳坝村举办的油
菜花节上，当地村
民玩龙舞狮欢迎
游客到来。
通 讯 员 陈
勇 摄/视觉
重庆

罗富恒：在荒山野岭摸爬滚打的“找水专家”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5151
2020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参加工作9年来，他先后承担了奉节
平安乡等10多项国家和市级项目，用真实
数据和专业知识为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提
供依据，解决了当地群众的用水难题。凭
着出色的工作成绩，他获得了2020年重庆
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重庆市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南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工程师
罗富恒。

务实求学 扎根野外

在实际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罗
富恒深深知道，地质工作离不开野外实地
勘查，野外地质条件复杂，要想全部搞清楚
并非一日之功，因此他甘于扎根野外，勤于
钻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地质
勘查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地质生产质
量和效率。

从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承担或参与
了《重庆市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2011）》
《重庆重点岩溶流域水文地质及环境地质
调查——黔江区濯水岩溶流域上游段
（2013）》《重庆重点岩溶流域水文地质及

环境地质调查石家河幅（H49E017003）
（2014）》《重庆市黔江区马喇岩溶缺水区
地下水供水示范（2014）》《重庆濯河岩溶
流域水文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2015）》
《重庆兴隆幅（H48E020020）1:5万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2017）》《蒲河-藻渡
河流域水坝塘幅（H48E020021）1:5万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2018）》《重庆市
奉节县平安乡岩溶缺水区地下水供水示
范（2018）》等10余项市级或国家级项目，
项目质量和效率不断得到提升，项目质量
均获优良级以上。这些项目的成果现广
泛服务于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社会经济效
益显著。

乐于奉献 勇挑重担

“出野外”，就是罗富恒的日常工
作。他参与的调查项目多位于偏远
贫困山区，而且调查时段主要在夏
季，山高路远、天气炎热、蚊虫叮咬都
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岩溶石山地
区，交通不便，地形地貌复杂，罗富恒

和他的团队经常是白天带着地质勘
查仪器爬山涉水，穿荆棘，吃干粮，采
集数据，晚上熬夜整理各类资料，风
吹日晒，皮肤早已晒得黝黑，但他从
没畏惧退缩过。

2018年，罗富恒的爱人怀孕，由于
《蒲 河 - 藻 渡 河 流 域 水 坝 塘 幅
（H48E020021）1:5万水文地质环境地
质调查》项目工期紧张，一直没有时间照
顾陪伴，在爱人临盆生产那段时间还连续

加班多个通宵赶工期赶进度。他的所作
所为、爱岗敬业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身边的
同事，大家奋力拼博，最终大家一起按时
且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取得了优
异的成果。

一个调查项目常常有几百个调查点，
罗富恒和队友必须用地形图、调查仪器将
各个点的地质信息客观准确地采集在卡
片上。他说，自己工作的成果是国家的基
础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要通过自己的实
地调查，采集这些调查点目前的水量大小
情况、水质情况以及周围的环境情况，作
为后期报告、决策的依据。

助力扶贫 业绩突出

2018年初，受重庆市政府办公厅
扶贫集团驻平安乡工作队委托，重庆
市地勘局南江地质队作为技术支撑单
位对平安乡进行了水资源勘查工作。
以前平安乡缺水问题十分突出，不仅
人畜饮水困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等扶贫工程也因缺水而影响了进

度。罗富恒所在的专业技术团队通过
调查论证，最终设计实施了7口钻井，
以出色的专业技术水平成功出水6
口，缓解了当地2000余人用水难题，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
献。

罗富恒业绩突出，他所承担的《重庆
市黔江区马喇岩溶缺水区地下水供水示
范》《重庆兴隆幅（H48E020020）1:5万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蒲河-藻渡河
流域水坝塘幅（H48E020021）1:5万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重庆市奉节县平
安乡岩溶缺水区地下水供水示范》等多
个项目被评为“优秀”级。

除了在工作中踏实肯干、业绩突出
外，罗富恒还勇于在行业竞赛中挑战自
我，为单位荣誉增光添彩，他在2019年
重庆市地勘行业脱贫攻坚复杂岩溶地质
条件下民生找水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勇夺
个人一等奖和团队一等奖。

潘锋
图片由南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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