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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绿色发展新风劲

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京举行的“2018-
201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表彰授牌活动上，黔江被授予“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这是继“绿色中国·杰
出绿色生态城市”“清新清凉峡谷城”“中国森林
氧吧”“全国生态旅游胜地”“中国最佳绿色生态
旅游名区”后，黔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摘得的又
一“国”字号荣誉。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黔江城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355天，优良率达97.0%，与上
年同比增加7天，PM2.5 浓度为 28微克/立方
米。“净空碧透、白云悠悠”已成为黔江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

与之印证——全市区县社会公众生态环境
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公众对黔江生态环境的满
意率高达86.96%。

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黔江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目标。创建启动之初，黔江就把科学
布局生态空间、合理设置环境功能区划作为首要
任务，高标准编制了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全面
推进制度、环境、空间、经济、生活、文化六个方面
40项生态指标达标。

创建中，黔江以环境深度治理为载体，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查问

题整改，大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行动计划，对粗放式发展和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勇于说“不”。实施狠抓大气污染防
治、系统推进“三水”共治、土壤和噪声污染防治
及补齐短板联防联控等系列措施，让黔江的天
更蓝、水更清、土更洁、夜更静，环境治理能力和
水平显著提升。

跻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黔江生态
文明建设的又一次新起点。

黔江将全面巩固创建成果，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努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
机统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打造
武陵山区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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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片如愿拿下

个人健康是立身之本，全民健康是立国之
基。卫生健康事业与个人和全民健康息息相
关。2017年7月，黔江跻身“国家卫生区”；2019
年，成功创建“全国健康示范区”。

早在2015年，黔江便启动了“全国卫生区”
创建。为拿下这张名片，黔江坚持“城乡一体创
卫、建设美丽黔江”的指导思想，对城区6个街道
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进行对标整治。

黔江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美丽乡村建
设、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同部署、同实施、同考核，实施城乡一体创卫，
切实将自然环境优势，转化为群众乐享的“红利”。

全区干部群众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
黔江精神，围绕“街面整洁、立面清爽、地下通畅、
空气清新、群众健康”要求，对标实施32个专项
整治，推动创建工作由量变实现质变。

近年来，黔江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
幸福感不断增强，市民对市容环境卫生的满意度
达到97.1%。同时，全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群
众健康水平逐步提高。

2017年，在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基础上，

黔江又迅速启动“全国健康促进区”创建。严格
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强化组织管理，认真落实“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本着“共建共享、全民
健康”原则，多部门合力推动“全国健康促进区”
创建稳步开展。

“全国健康促进区”创建极大地促进了黔江
群众健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 2016 年的
8.54%提升到2019年的18.73%；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口比例达52.3%，人均体育场面积达1.63
平方米；成人吸烟率为24.20%，低于全市25.5%
的平均水平；96.6%的学生体质达到教育部《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2019年8
月，黔江被正式命名为“全国健康促进区”。

国家卫生区、全国健康促进区

卫生健康“双丰收”

阿蓬江旖旎风光

濯水景区晋级5A级景区

黔江黔江

“全国双拥模范城”是军地共同颁发的国家
级城市品牌。黔江是革命老区，具有厚重的革
命历史文化和光荣的双拥传统。2020 年 10
月，黔江首次被授予“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
号。

走进石会镇中心小学不难发现，这里的军
事氛围相当浓厚——整座教学楼以“海军蓝”为
底色，“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照片墙上，黔江籍
军人身姿英武；操场中，身着迷彩服的孩子们口
令洪亮，队列操课一丝不苟……

石会镇中心小学是黔江首座“少年军校”，
当年由东海舰队参与援建。学校大力推进国防
教育基础建设，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国防教育馆，
还分不同年龄段对学生开设意志品行、国防知

识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将国防的“大道理”，变
成易学的“小知识”。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鼓励学校
在校园开展国防教育，激发学生爱国情感，增强
忧患意识，真正形成人人关心国防，支援军队建

设，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氛围代代相传！”石
会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直辖后连续7次荣获“市级双拥模范
城”称号的黔江，同石会镇中心小学一样，将国
防基因、双拥传统进行深化传承的单位和地区
还有很多。

2016 年，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周期启
动。同年9月，黔江区委主要领导在区委常委
会上提出了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的目标：“全
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双拥命名表
彰大会精神，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力加强双
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争创‘全国双拥模
范城’”。

4年多来，黔江党政军民勠力同心，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双拥意识得到增强、双拥氛
围日益浓厚、双拥共建成效显著、双拥典型不断
涌现，一举打破了渝东南地区没有“全国双拥模
范城”的历史。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武部向立功受奖
军人家属送喜报

全国双拥模范城

军民同心筑长城

2017年9月，黔江再次跻身“全国平安建设
先进区”，二次捧起“长安杯”。这是继2013年首
度捧杯，助全市实现“长安杯”零突破之后，黔江蝉
联这一荣誉。黔江由此也成为全市唯一两捧“长
安杯”的区县。

寓意长治久安的“长安杯”，是全国综治领域
最高荣誉。连续3次受全国表彰为优秀或先进，
即连续12年被省（直辖市、自治区）表彰为先进，
才具备“长安杯”评选资格。两度捧起“长安杯”，
意味着黔江连续16年的长治久安。

2013年—2016年，黔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坚持不懈抓实抓细抓好平安建设，先
后荣膺“全国六五普法示范区”“全国信访系统先

进集体”“全国优秀基层法院”“全国平安铁路示范
区”，全区实现了“三提升、两下降、六无”目标。

安全感、满意度、公信力持续提升。全区群众
安全感、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指数，始终
保持在90%以上。2016年群众安全感指数达
97.6%。

刑事、治安案件下降。全区刑事、治安案件特
别是“八类案件”逐年下降，70%以上村（社区）无刑
事案件，持续实现“三类恶性案事件”零发生。

无影响国家和政治安全重大事件、无重大恶
性案件、无暴恐事件、无重大以上安全事故、无重
大群体性事件、无进京集访非访事件。

两捧“长安杯”，绝非终点。黔江牢固树立“平
安创建一盘棋”思想，坚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
调配合，凝聚起三捧“长安杯”的最大合力。

3年多来，黔江通过强化人财物保障，建立完
善平安建设激励机制，加快区乡村三级综治中心、

“雪亮工程”、政法大数据试点等重点项目建设，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重要支撑。充分依靠、
发动、组织群众，营造人人支持创建工作、人人参
与创建活动、人人共享创建成果的浓厚氛围。强
化督促检查，严肃问责追责，倒逼工作落实，不断
开创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新局面。

三捧“长安杯”目标渐近。黔江蹄疾步稳，满
怀信心。

黔江巴楚文化交汇、土家苗汉民族
交融，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
远山区于一体。56万名黔江人中，少数
民族人口占74.5%。2017年12月，黔江
跻身第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
范区（单位）”。

土家族汉子田景碧是黔江区民族小
学校长。自1983年从事教育事业以来，
他便致力于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担任
民族小学校长后，他果断提出了以民族
教育为突破口，提炼了“承优秀文化，启
幸福人生”的办学思想，全面推进民族文
化进校园、民族文化育人工作。如今，黔
江民族小学已形成了以“八个一”为载体
的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土家人的葫芦
丝、摆手舞、“咚咚喹”，已作为校本课程
走进了课堂。

黔江区民宗委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的工作部门。2015年以来，该委共争取落实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9679万元，争取落实少数民族教育卫生补助
资金1290万元，切实帮助各族群众解决行路难、饮水
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落实贴息资金8289.68万
元，扶持壮大民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争取落实
民族文化旅游贴息资金2500万元，助推全区“旅游大
区”建设；实施少数民族青年才俊工程，争取资金329.5
万元，资助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375人完成学业。

黔江坚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扎实做好民生实
事、有力助推精准脱贫、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等工作的有
机结合，各族群众团结同心、发展同步、成果同享。成
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后，黔江又有
了新课题，立足“武陵会客厅”的新定位，正在谋划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共同体”，密集组织媒体参访、专家调
研、区域联动。

去年12月30日，黔江濯水景区正式
晋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下称“5A”），成
为重庆第10个、黔江首个“5A”。

“5A”是我国旅游景区的最高等级。
我国5A级旅游景区总数近300家，占全
国2万多家景区的1.4%，市场份额却占
到了40%。有限的名额和庞大的市场份
额决定——每位“‘5A’俱乐部”成员都只
能“优中选优”。

2015年7月，黔江区委主要领导履
新。打造“旅游大区”富民强区的思路，
被提上议事日程。冲击“5A”，成为黔江
打造“旅游大区”首战。黔江决定，由濯
水古镇和蒲花暗河两座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为主体，整合附近的毕兹卡水乐园
和休闲农业观光园，打造全新的濯水景
区冲击“5A”。

景观质量，是“5A”创建重中之重。全新的濯水景
区，旅游资源门类和数量极其丰富，涵盖8个主类、27
个亚类、49个基本类型，为“5A”创建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景区对标“5A”创建标准，两年完成总投资14.5亿
元，排出33个重点项目，精雕细琢，匠心打造。

“5A”创建的同时，濯水还致力保护景区的绿水青
山。高效完成蒲花河生态整治和阿蓬江濯水段防洪堤
生态化处理，清理蒲花河、阿蓬江河道6公里；种植花草
树木复绿空地2万多平方米，栽植绿化树1000余株。
对暗河栈道、赤穴溶洞步道进行生态化处理，铺设木板
5000余平方米。修建完善集镇污水处理管网系统，有
效治理畜禽粪污。

“5A”创建以来，濯水景区游客量与日俱增，保持着
每年40%以上的高增长。在濯水景区的带动下，2018
年黔江旅游综合收入107亿元，接待旅游过夜客450.5
万人次，旅游业逐渐成为全区支柱产业。

“十四五”时期，黔江将继续提升濯水“5A”品质。
同时，围绕“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定位，走文旅融
合型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旅游大区”建设向“旅游强
区”“旅游美区”升级，通过“旅游+”带动产业转型发展，
促进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综合发展动能。

第8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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