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万州平

湖浩淼，两岸姿影绰约，

山水颜值与发展气质相

映衬，更显生机蓬勃、活

力无限。

近年来，万州干部

群众全面落实市委、市

政府工作要求，积极投

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聚力抓好“生

态”“流通”“城市”“产

业”四个篇章，努力在生

态优先上当示范、绿色

发展上当标杆。

万州坚持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

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

命，聚焦“一区一枢纽两

中心”建设，走深走实

“一心六型”两化路径，

在服务国家和市级重大

战略与大战大考中体现

了大担当，实现了新作

为。

大江奔流逐浪高，

平湖击水奋楫先。

“十三五”圆满收

官，万州扬帆再出发，以

拼搏实干、昂扬奋进的

精神和状态，阔步跨入

“十四五”，奋力谱写万

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

走进位于万州经开区天子园的重庆长安跨越
车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场景让人眼前一亮。
焊接车间广泛采用机器人作业，实现了白车身焊
接、装调全自动化，平均每3分钟便下线一台车。

“我们成功创建市级数字化车间，生产效率提
升了30%，成本降低了20%。”公司副总经理唐兴国
说，在智能制造的道路上，长安跨越阔步前行，近年
来复合增长率高达30%，年产值突破60亿元。

长安跨越只是万州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的一
个缩影。

在生态敏感区，如何做强产业？万州自觉担
当保护长江母亲河的重大责任，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谋定实施

“一心六型”两化路径，着力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通过“一心”育“六型”，万州以提升全域水质
为中心，大力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山地高效型农
业、集散融合型文化旅游业、绿色智慧型物流业、
休闲养生型大健康业、功能共享型金融业，实现了
生态与产业互促共进、比翼齐飞。

“六型”产业不仅是万州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转型、打造长江上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
区的战略抉择，更是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的关
键支撑。

近年来，万州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持续壮大“六型”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拓展生态链，于优化升级中
增强影响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作为立区之本、强区之基的智能循环型工业，
被万州摆在发展“六型”产业的首位，通过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依托万州经开区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努力推动
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提速打造长江
上游绿色智造基地。

经过接续努力，以绿色照明、智能装备、新材
料、汽车、食品医药等为重点的万州智能循环型工
业体系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预
计2020年工业投资增长50%以上；五大产业占全
区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71.5%，新材料成为首个
百亿级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0%；国家级研发平台实现“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万州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开展城乡

“双亮”工作，富民产业蓬勃发展、“三变”改革持续
深化、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成为望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富足之地。

尤其是经果林、生态猪“双百亿”工程成效显
著。百万亩经果林全面提质增效，2020年基地面
积累计达到86万亩，绿水青山已是金山银山；百万
头生态猪项目896个养殖单元全面开工，2020年
完成400个单元建设，新增50万头生猪产能。

在“双百亿”工程带动下，万州山地高效型农
业实现突破性发展，2020年农业增加值和增速均
居全市前列。

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的万州，现代
服务业正在升级发展。几年间，友豪万商城、江南
CBD、现代综合物流中心等建成并开业运营。五大
商圈提档升级，商品交易市场年交易额30亿元以上
的达3个、10亿元以上的达3个。长江三峡国际旅
游节精彩纷呈，世界大河歌会激情唱响，“畅游三
峡·万州出发”旅游品牌声名远扬。金融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三峡大健康品牌步入发展新阶段。

“十四五”时期，万州将以更强烈的担当、更主
动的作为投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服务
国家和市级重大战略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力争再
造一个万州工业，建成全市工业强区；着力构建种
植、养殖产业全链条，打造全市农业强区；做大做
强现代服务业，展现万商云集、万客来游盛景，在
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上取得新成效，使万州成
为带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引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重要经济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站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启程的时间节
点上瞻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万州的明天将会更
加美好。

解书睿 尧华燕 应凤林 汪佳

平湖逐浪谱新篇
万州加快建设“一区一枢纽两中心”

“渔民喜欢水，和农民喜欢土地是一样的，
一天不到长江边走走看看就不习惯。”50多岁的
陈文学从小长在船上，长大后就成了长江万州
段的一名渔民，几十年都在江湖里生产生活。

从去年开始，陈文学和他的渔民兄弟告别
了几十年打渔为生的日子。

让万州994名渔民转身上岸的，是长江生
态保护事业中的历史性一幕——自2020年1月
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阶段实行渔
业禁捕。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万州境内河流众多，
渔业资源丰富，作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万州在
全市区县中率先完成渔船退捕上岸工作。截至
2020年6月30日，全区445艘渔船、994名渔民
全部退捕上岸，正式开启长江10年禁捕。

收起渔网，把江河还给大自然休养生息。
近年来，万州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方针，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把
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以保护好长江母亲河、
提升全域水质为中心，着力推进全域治水、全域
绿化、全域净土，提速打造长江上游水生态最优
区域，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全域河流治理、城乡污水治理、农村面源污
染防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程……立足治
本，一场场战役接连打响。

万州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741.77平
方公里，严格执行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1公里、5
公里产业管控政策，否决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
环保标准的项目；建成城乡污水处理厂82座，实
现城乡全覆盖；推行“低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
酵”生态养殖模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5.3%，减少了农村面源污染。

消落区生态治理、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还江于民，着力推进长江岸线整治提升。

曾几何时，万州市民发现，位处长江北岸的
三阳化工悄然拆除。这个以生产烧碱、液氯、盐
酸等为主的化工企业曾经效益红火，但在近两
年来万州开展的长江沿岸1公里以内化工企业

“清零”行动中，被关停拆除。同时，在沿江区域
打造层次分明、色彩优美、功能完备、效益多元
的生态廊道，让群众充分享受到生态修复的红
利。

万州积极践行“一心六型”两化路径，坚
持以提升全域水质为中心，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围绕长江干流和21条次级河流
建设生态廊道，依托铁峰山、七曜山、方斗山
建设生态屏障；着力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
护、石漠化综合治理、三峡后续植被恢复等重
点工程，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55%，长江两岸
森林覆盖率达70%；建立“区—部门—乡镇
—社区”四级网格化监管格局，与开州区、石
柱县、忠县、云阳县建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
动机制，积极探索流域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布
好“监管网”。

全区上下致力于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良好的生态回馈着万州人民：2020年，万州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45天，比2019年增加12
天；长江干流万州段水质持续保持Ⅱ类，18条次
级河流水质满足Ⅲ类水域功能要求；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城市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到95.2%，镇乡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5%；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置率100%。

放眼万州，一个“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生态更美的城市，屹立在三峡库区的长江之滨。

翻开万州交通运输图，一张气势恢宏、星
罗棋布的交通大网正覆盖平湖大地——

渝万城际平均20分钟发送一趟次，待到
渝万高铁建成，还可实现50分钟到重庆主城、
4小时到郑州、6小时到北京。

去年万州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再次突破
100万人次大关，将为万州加快建设“一区一
枢纽两中心”迈出坚实的一步。

去年以来，万州港与成都、达州等双向装
运的集装箱普货突破200万吨。

万州是西入巴蜀、东出荆楚的必经之地，
历为渝东、川东、鄂西、黔北、陕南、湘西的综合
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流通”一直是万州
的强项和优势。

渝万城际和万达、万利“一高两普”相聚于
此，在建的郑万高铁、渝西高铁、渝万高铁、成

达万高铁加快推进，5条铁路建成后，将实现1
小时到重庆、宜昌，2小时到成都、西安、襄阳，
3小时到郑州，5小时到北京、上海。

公路已实现到周边接壤的5个区县1小时
通勤，80公里的城市外环2023年将全面建
成。

港口形成了南岸以新田港为主、北岸以三
峡综合物流枢纽为主，两个承担着不同功能的
南北双枢纽。

从公路到铁路，从地上到蓝天，未来万州
将形成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过畅达东
西、贯通南北，引领、支撑、带动渝东北和川东
北的发展。

万州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开放口岸等通道优势，打通了连接
世界的物流大通道，东西南北方向的人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正在万州融合荟萃。
“目前万州港已开通蓉万、达万、西万班

列，通过水铁联运、水水联运、水公联运的方
式，构建起以西南片区为主、辐射全国的物流
大通道。”万州区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州
自古便是水陆要津，商贾如云，去年更是积极
投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后到成都、
达州、遂宁、南充等地考察物流通道、洽谈合作
事宜，深入推进川渝物流合作。

俯瞰大地，寒冬里的万州港热潮涌动，一
批来自长江下游港口的矿石经万州港发往四
川达州。与此同时，一车车从达州运来的硫磺
自万州港中转运到沿江城市。在火车站，随着
一声鸣笛，载着纯碱、氯化铵等货物的列车沿
着陆海新通道开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仰望星空，万州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23条国内航线，以及泰国、柬埔寨
等国际直航包机航线，航线航班恢复高于全国
及西南地区支线机场平均增幅；保税物流中心
先后承接重庆鱼泉榨菜（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三峡技术纺织公司、重庆携勇物流有限公司等
业务，填补了三峡库区保税物流服务空白。

截至去年底，万州主要物流通道呈现出向
好态势，蓉万通道货运量同比增长20.6%，达
万通道货运量同比增长8.7%，西万通道货运
量同比增长12.2%；同时，万州港榆林内陆港
在陕西正式揭牌，通道集货能力进一步增强；
同成都国际铁路港签订水铁多式联运合作协
议，为实现同中欧班列对接创造了条件。

越过高山、跨过长江，万州抢抓“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重大机遇，开放的视野已拓展到千里之外。

1月11日，雨霁天晴，万州映衬在蓝天白
云之下。站在城周太白岩上俯瞰，从长江北岸
的老城到沿江布展的城市新区，从江南新区再
到北部创新生态城，万州城市肉眼可见的骨架
拓展，令人惊喜又自豪。

眼下的万州，老城区在加快补齐城市功
能，江南新区以“新”为特色打造智慧城市，北
部创新生态城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先
行示范立起了门户形象。

一个建成区面积超100平方公里，城市承
载能力显著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优势逐渐凸
显，对周边城市辐射和带动作用愈加强劲的区
域中心城市，正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中成
长壮大。

近年来，万州区紧扣市委“着力提升万州
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支持万州建设三峡库区
经济中心”部署，坚持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组
团规划、板块发展，精致建设、精细管理，以文
化人、以文兴城，提升城市竞争力、生长力、吸
引力、影响力、活力以及幸福度，增强城市发展
新动能，在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进程中迈出
了稳健步伐。

站在高铁片区万州北站南广场举目四
望，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连通组团板块的城
市大道建设热火朝天，以“城站融合的国家
级高铁综合枢纽、‘一江两山三廊道’生态
高地、渝川区域性现代服务高地、区域经济
总部、国内外知名医疗康养高地”为目标的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建设正酣，一个
产城融合的创新生态城正在万州北部城崭
露雏形。

这是万州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机遇，高标
准、高起点规划城市组团，以布好局、腾空间、
引项目为重点，在万州城市北部进行“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立起生态新城门
户形象，构建服务周边区县的重点功能区和城
市北部副中心上的切实行动。

城市是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
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近年来，万州区通过不断提升城市规划
水平，利用好独有的山水资源禀赋，把握战略

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布局。通过推动城市建设提质，坚持新区
开发与旧城更新并行，加快推进城市商圈、产
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城市节点
提升，精心打造滨江环湖区域，着力推进消落
带治理，加强低效闲置土地分类利用，推进新
型城市社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通过抓好城市管理服务，运用5G
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
理理念创新，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打造魅
力城市。

与此同时，万州区着力壮大城市规模，打
通辐射周边交通路网，加快建设现代商贸中
心，着力发展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绿色智慧型
物流等带动型强的产业项目，加强区域性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以及公共安全、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强化交通物流、对外开放、公共服
务、宜居宜业等核心功能，区域中心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城市辐射力、吸引力明显增强，区域
中心城市作用不断彰显。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的交汇点上，回
望过去，万州“双百”城市已建成，城市综合承
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稳步提升；展望未来，万
州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通过强化规划
引领，推动城市规模拓展、品质提升，优化“一
江两岸六组团”城市空间布局，以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标准精雕细琢滨江环湖区域，高水平
开发建设母城组团、江南组团、高峰组团、江湾
组团、高铁组团、九龙组团，有效辐射服务周边
地区。

根据规划，万州将突出江湾特质，强化水
岸线、山脊线、天际线管控，建设城周山体公
园，打造显山露水、疏密有致、独具一格的江
城。完善城市功能，统筹交通、市政、产业、公
共服务布局，加快推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加
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防洪排
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强化历史
文化保护，延续城市文脉，加强城市风貌塑
造。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深化大城细管、大城
智管、大城众管。

万州，正搭乘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风正
扬帆驶向“双两百”大城市的彼岸。

——生态篇——
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

一江碧水向东流

——流通篇——
构筑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大道如虹通四方

——城市篇——
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功能

放眼库区筑大城

——产业篇——
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

点燃发展新引擎

立体交通助力万州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摄/付作侨

万州经开区杰思谷机器人展厅 摄/冉孟军

茂密的中山杉林构筑起长江沿岸绿色生态屏障茂密的中山杉林构筑起长江沿岸绿色生态屏障 摄摄//何忠何忠

10年禁渔，曾经的渔民现在成为护渔队员。他们傲立船
头、乘风破浪倾心护渔是江面新出现的风景 摄/侯本艳

一桥飞架南北，两岸共同发展——万州牌楼长江大桥 摄/冉孟军

蓝天白云，平湖万州 摄/冉孟军

万州经开区长安跨越生产线机器人助力生产 摄/冉孟军

万州区甘宁镇玫瑰香橙基地绿意盎然。 摄/付作侨

24-25 2021年 1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冯超 美编 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