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召开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立足武

陵山区，联动周边地区，加快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努力建设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渝东南

武陵山区城镇群是全市自然生态与文化旅游康养资源最富集的区域，潜力无限。如何提高站位、找准方位、把握定位，加快

推动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本报约请了渝东南部分区县主要负责人撰写了理论文章，现集中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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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推动渝东南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

□余长明

推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发展，是加快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重要部署。
黔江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认
真落实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精神，建好“中
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加快建设渝东南中心城市，在推
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作出
新贡献。

做足全面小康“成色”。一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统筹抓好“战疫”与“战贫”，全面做好稳岗就业、消费
扶贫等工作，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完成问题整改、巩固脱
贫成果，确保实现“三个100%、四个全保障”目标。二是完
善多式联运枢纽。构建“普铁+高铁+航空+高速公路”的
多式联运立体交通网络，加快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打造
武陵山区重要航空门户；配建450万吨铁路物流基地，形
成“客货并举、双向交叉”的十字型铁路交通枢纽。三是拓
展多向畅通通道。加快推进建设渝湘高铁、黔万高铁、渝
湘粤高铁等快速铁路，构建“7干线2站场”铁路网络和“1
环6射”高速公路网。加快建成黔石高速公路，推进东南
环线高速公路建设，完善“四好农村路”网络体系，建成区
域公路运输枢纽。

强壮特色产业“筋骨”。一是做深特色工业。加快推
进烟厂易地技改、三磊玻纤第二条生产线、茧丝绸全产业
链等重大项目，打造2-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和5-7个10
亿级产业集群，力争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在渝
东南占比达 40%以上。二是做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深化山地立体农业“十个一”模式，继续优化粮经比，
确保蚕桑、猕猴桃、羊肚菌、脆红李等产业规模保持全市前
列；高标准打造国家蚕桑生物产业基地，打造全国最大规
模、最高品质的无抗生猪基地，“接二连三”构建200亿级
山地特色农业发展先行区。三是做优商贸物流业。建设
武陵山区商业商务集聚区，争取布局一批片区法人银行、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发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打造

“十大专业市场”升级版。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健身康
体、养老养生等大健康产业，深化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建
设，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树立山地旅游“标杆”。一是“景区有貌”。利用好
350余个旅游资源单体、8个4A级景区资源，以打造濯水

5A级景区、芭拉胡5A级景区、三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
区“三大拳头”引爆“全域旅游、全景黔江”，力争2025年旅
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2%以上。二是“生态有型”。
打响“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品牌，放大“绿色中国·杰
出绿色生态城市”“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等品牌效应，守
好渝东南“中国旅游第一廊”，2021年建成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三是“融合有魂”。办好中国武陵山国际民
俗文化旅游节、中国鸡杂美食文化节、中国山地马拉松系
列赛、民族歌舞诗剧《濯水谣》“两节一赛一剧”。协同打造
乌江画廊旅游示范带、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生态旅游示范
区、“大武陵”国际旅游目的地“一带一区一地”，让渝东南
绽放“行千里·致广大”魅力之光。

强化利他共赢“联结”。一是构建“一主两副”城市布
局。构筑以正阳组团为核心、老城组团和舟白组团作为城
市副中心的“一主两副，带状整合”的城市空间格局，力争
2025年建成区面积和城市人口达到“双30”目标。二是提
速“城乡区域”融合发展。聚焦乡村“五大振兴”，推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成全市乡村振兴综合试
验示范区、乡村振兴暨全面小康示范区。深化“三变”改
革、“三社”融合，让全区所有村（社区）实现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三是提质“服务高地”利他发展。实施“名师名
校”工程，建设渝东南职教城、西部医学中心渝东南副中
心，再创3个三级医院，创建国家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区、西
部医学中心渝东南副中心、区域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分中心和急救医疗中心，2025年外来就学、就医、消
费分别占比25%、35%、40%以上。

激活内生动力“春水”。一是建设引领性开放平台。
建设武陵山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拓展黔江海关功能，争取
建设黔江航空口岸、铁路口岸、武陵山（重庆）综合保税港
区。充分利用区域性专业市场体系发展基础和海关、进口
商品授权分销中心等对外开放优势，打造重庆西南出海大
通道副中心。二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大力发展特色
农副产品和纺织品出口贸易，加快建设黔江跨境商品展示
体验交易中心、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重要开
放平台和出口加工区。三是优化名片式营商环境。落实
政策、健全制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全渝通办”，努力营
造重商、亲商良好环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倾力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

（作者系中共黔江区委书记）

努力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发展中作出黔江贡献
□黄宗华

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是紧扣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
略作出的重要部署，是精准考量全市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
决策，更是武隆必须担当的重大使命和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机遇。武隆自觉在大局中找准战略方位，明确自身定
位，充分发挥承接重庆主城都市区、联通黔北的重要联结
点功能，加快打造渝东南旅游集散中心、主城都市区后花
园，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两山”实践创新示范
区、产城景融合发展先行区，携手南川合作发展，联动道真
协同发展，切实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强化担当、展现作
为。

打好“区位牌”，充分发挥承接重庆主城都市区、联通
黔北的重要联结点功能。推进互联互通。加快仙女山机
场航线开辟工作，推进渝湘高铁、白马航电枢纽、白马货运
码头、渝湘高速复线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尽快开工武两
高速，增强“铁公水空”立体交通功能。丰富承载平台。在
位于重庆三环高速以内的武隆西部四镇丘陵地区规划建
设“凤来新区”，主要承接主城都市区、黔北地区产业配套
和产业转移，打造绿色农副产品、家具家居、民俗旅游商品
等加工、交易、物流基地，构建现代宜居宜业的全市近郊田
园城市典范。提升集聚能力。整合提升城区、仙女山、白
马山游客接待中心，完善交通换乘、线路对接、导览导游等
配套功能，建设渝东南枢纽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大力推
进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一批总部经济、
研发机构、数字企业落户。

打好“旅游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优化
产业体系。做好A级景区梯次储备创建，加快阳光童年、
仙女半山太阳谷、天下鹊桥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打造好
串联全区的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大力开发研学旅行、文
创娱乐等新场景新业态。大力培育养生养老、运动康体、
旅居康疗等健康产业，持续办好“绿色发展实践国际论坛”

“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等论坛节赛活动。深化联动
发展。紧密对接乌江画廊旅游示范带、大武陵山旅游度假
区和长江三峡黄金旅游核心带，参与组建成渝地区旅游联
盟，共同构建一批精品线路。加强与乐山、都江堰、遵义等
国内著名旅游目的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
全面拓展国内国际旅游市场。强化配套服务。加快旅游

国际标准化建设，推动接待服务、消费购物、应急处置等与
国际惯例“无缝”接轨。加强云计算、区块链和AR、VR等
技术运用，提升智慧服务水平。

打好“生态牌”，加快建设“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夯
实绿色本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化跨区域
联防联治，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保留好山脊
线、水岸线，守护好世界自然遗产地，建设好芙蓉湖国家湿
地公园，构筑乌江画廊“风景眼”。培育绿色动能。因地制
宜选择性发展智慧旅游、智能穿戴、芯片制造等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做好太空太阳能电站、地外生态圈模拟系统装
置研发，着力做大数字经济总量，建成重庆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重要配套基地和“两群”智慧城市典范。放大绿色
效应。推进能源、旅游商品、大数据智能化、家具家居等

“4+1”生态工业集群发展，加快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做优以高山蔬菜、精品水果、有
机茶叶、高山药材为龙头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大力发展
论坛会展、特色餐饮、高端酒店等旅游消费服务业，积极培
育直播带货、新零售、数字金融等“三线”服务新模式。

打好“融合牌”，加快建设产城景融合发展先行区。聚
焦新型城镇化。统筹推进“产城景融合两片区”协同发展，
彰显“主城都市区后花园”形象魅力。东部山区打造以生
态旅游为主的“产城景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涵盖面积约
1000平方公里的“产城景融合发展核心区”；“中心城区”
围绕“一江两岸”梯度拓展，建成“特色山水·滨江休闲”旅
游城市，仙女山度假区加快打造国际高品质城市组团，白
马山片区按照5A级景区错位打造，羊角古镇升级打造全
国首个纤夫文化滨江古城。扎实推进融合发展。加快实
现以产兴城、产城一体、城景互动。做好仙女山临空经济
区、棉花坝高铁商贸小镇、城区商贸综合体建设，规划打造
武隆九街等滨水夜间旅游经济带。加快推进“武隆—南
川”一体化发展，促进与贵州道真等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
服务武陵山区的能级。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抓实抓细以

“六稳”促“六保”具体措施，加快补齐农村产业、基础设施、
基层治理、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短板，深化旅游扶贫模式
探索，抓好全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工作和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区”建设，精心打造江口至后
坪国家脱贫成效展示示范带，确保脱贫攻坚成色更足、质
量更高。

（作者系中共武隆区委书记）

在深入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展现武隆作为

□蹇泽西

石柱地处长江上游、重庆东部，是渝东南、渝东北共融
互通的重要节点。自党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市委市政府作出“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决策部署以
来，我们围绕“石柱是渝东南联结渝东北的重要节点，要协
同建好‘三峡库心’，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基地、全
国生态康养胜地”定位要求，聚焦“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发
展主题，聚力“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值定位，学好“两山
论”、走好“两化路”，唱好“双城记”、建好“城镇群”，加快建
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努力在全市发展大局中体现石柱担
当、展现石柱作为、作出石柱贡献。

坚持交通先行，促进互联互通，打造渝东鄂西新兴综
合交通枢纽。畅通外联“大动脉”。东向推进渝汉高铁，打
通成渝地区进入华中华东快速通道；南向推进石黔高速、
石彭高速，畅通渝东南进入长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通
道；西向推进广忠黔高铁，打通渝东南入川便捷通道；北向
推进万黔高铁、梁忠石高速公路，打通渝东南北上快速通
道；同步推进西沱港和黄水通用机场，构建西部陆海新通
道南向联结点。完善县域“微循环”。持续实施“四好农村
路”通达通畅工程，全力打通“断头路”、升级“低级路”、畅
通“旅游路”、消除“瓶颈路”、提升“次差路”，改善群众出行
和生产条件。健全综合“物流网”。畅通铁公水多式联运
通道，积极推动高速公路与铁路站场、港口、园区无缝衔
接，完善县乡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打造武陵山区融入长
江经济带通江达海航运物流枢纽。

坚持产业为基，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双城经济圈康养
经济示范区。做优做特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以绿色
有机为方向，以“三品”为核心，以长效机制为纽带，大力推
进以生态中药材、绿色果蔬种植和生猪、中蜂养殖为重点
的“4个30万”工程，打造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基地。做
大做强绿色生态工业。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先进制造业和
清洁能源产业，延长生态中药材、特色食品加工产业链、增
收链，打造中西部康养消费品产业基地。做特做靓康养休
闲旅游业。以生态文化资源为依托，加快建设冷水康养小
镇，提档升级“大黄水”旅游景区，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 2
个、4A级景区3个，接续办好中国·重庆（石柱）康养大会，

打造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
坚持城乡融合，加快协调发展，打造武陵山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推进“战
疫”与“战贫”，守牢“两不愁三保障”底线，扎实开展定点攻
坚，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巩固提升脱
贫质量。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打造土家特色
生态旅游休闲城市，持续推进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精
心打造城郊休闲康养、“大黄水”民宿生态康养、沿江文化
康养、自驾探秘康养“四大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板块”，加快
建设一批特色小镇，打造西部土家风情康养休闲城镇群。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强
化特色村寨建设，加快中益乡坪坝村等传统村落示范点建
设，建成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园区、乡村旅游示范带和生态
宜居村庄，打造大美乡村。

坚持绿色发展，推动区域协同，打造三峡新区绿色发
展先行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实施环保“五大
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严格长江禁捕退捕，强化生态
环境联防联治，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融入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联动万州、忠县，围绕江城、江
镇、江村、江景，高水平打造“三峡库心”“长江盆景”，共同
建设长江三峡库区旅游胜地、创建“两群”绿色协同发展示
范区，打造三峡新区绿色发展先行区。融入渝东南武陵山
区文旅融合发展，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推动景区联动，协同
打造“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武陵山区民俗风
情生态旅游示范区，加快推动“大武陵”旅游目的地建设。
加强与利川市协作，共同建设生态康养基地和黄连、莼菜
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

坚持民生导向，强化共建共享，打造全国山地康养公
共服务中心。培育康养服务多业态。创新康养服务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养老、社区等康养服务，优化“六养”产品供
给，满足群众康养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建民族康养职业学校，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和救援医疗基础设施，打造康复疗养综合体，让优质康养
服务惠及中西部地区群众。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广

“和美”“贵和”工作法等乡村治理经验，深化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与周边区县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联动、重大疫情联防联控等机制，提升区域社会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

在“双城记”中唱响全国生态康养胜地新乐章
□钱建超

近日召开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为我
们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
杆指明了前进方向。彭水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彰显“民族、生态、文化”三大特色，着力激发内生动
力，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深度推进产城景融合发展，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高质量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
特色宜居城、生态旅游目的地、生态产业发展区、生态文明
示范县，高水平打造“世界苗乡·养心彭水”。

推进全面融合发展，建设生态特色宜居城。合理布局
城乡发展格局，推动城乡融合和产城景融合发展，加快建
设生态特色宜居城。一是着力优化城乡发展布局。按照

“县城50%、集镇25%、农村25%”的规划布局，推进农村人
口向城镇集聚，着力构建“一心、两带、三片区、六重点、多
节点”城乡发展格局。重点抓好老城、新城、蚩尤九黎城一
体化发展的中心城区，按照“现代之城、未来之城、品质之
城、魅力之城”定位和“每年供应土地1平方公里、开工房
建100万平方米、入住人口10000人”目标扎实推进新城建
设，按照全国知名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蚩尤九
黎城建设。二是着力推进产城景融合发展。以县城新型
城镇化示范建设为契机，立足苗乡、山水、人文特点，坚持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好文化融入城镇建设之中，营造显山露
水、疏密有度、错落有致的城镇风貌，强化产业支撑和教
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干净整洁有序、山清
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三是着
力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物流体系。加快完善“四铁八高速
一江一机场”对外大交通格局，建设新城现代综合物流产
业园、工业园区物流仓储中心、下塘乌江港航物流中心，打
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建好“物流网”，打造区域性综
合交通枢纽。

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建设生态旅游目的地。围绕“加
快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目标，立足“民族、生态、文
化”三大特色，高质量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旅游目的
地。一是坚持品牌引领。强化阿依河5A级景区和蚩尤九
黎城、摩围山、乌江画廊3个4A级景区的辐射引领，更加注
重精品景区文化元素的注入，统筹编制好旅游发展规划，

加快建设乌江画廊生态旅游示范带和郁江产城景融合发
展示范带。二是坚持活动助推。持续举办中国乌江苗族
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和渝东南生态民族旅
游文化节，将旅游资源与节日庆典、体育赛事、民族文化有
机结合起来，促进理念融合、业态融合、品牌融合、市场融
合、服务融合。三是坚持全域建设。深入实施全域旅游和

“旅游+”战略，统筹推进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旅游市场秩序
整治、智慧文旅平台建设，加快创建一批3A级景区、特色
小镇和美丽乡村，大力发展自驾旅游、康养旅游等新兴业
态，形成步步是景、处处宜游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建设生态产业发展区。围绕巩固
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形成结构合理、特色突出、
产值高效的生态产业体系。一是做深生态工业。大力发
展以太极水、火棘果、红薯精深加工等为主的健康食品产
业，以水电、风电、页岩气等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以苗族
刺绣、民族轻纺服装、工艺品制造等为主的特色轻工产业，
积极培育中药材加工、苗医苗药等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促进生态工业提质增效。二是做精旅游商贸服务业。以
旅游业为纽带，以大健康产业为重点，积极发展连锁经济、
夜间经济，建设智慧商圈，推进商贸物流、现代金融和会
展、健康、社区等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做大生态农
业。按照生产集约化、产业规模化、产品商品化要求，大力
发展红薯、烤烟、畜禽养殖及中药材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深化“一乡一特”“一村一品”，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促进农业“接二连三”。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实现生产高效、生态良好、生活宜居。一是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着力构建以乌江、郁江等主要水系生态带和摩围
山、七曜山等山脉生态屏障为主体，以交通廊道、城市绿地
为补充的生态安全格局。二是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
护。强化自然保护区管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国土绿化工程和石漠化、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三是推进
污染防治。深入推进环保“五大行动”，全面落实“河长
制”，补齐城乡环保设施短板，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 （作者系中共彭水自治县委书记）

着力打造渝东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