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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成就催人奋
进。回望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一代又一代
帅乡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强不息、
敢为人先”“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精神，
牺牲奉献、顽强拼搏，积极投身革命、建
设、改革的生动实践，舍小家、为国家，创
造了三峡移民搬迁的“开县速度”，建设了
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水公园城市，实现
了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发展滞后到
跨越赶超的历史巨变，谱写了一曲曲战天
斗地、改天换地的时代赞歌。

近年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万达开”“万
开云”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以实干
待时机、以快干育先机，打赢了攻坚战、顺
应了新常态、走进了新时代、迈入了新阶
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取得
显著成效。一是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深
入贯彻精准方略，尽锐出战、真抓实干，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贫困乡村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13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2.57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高质量摘掉贫困帽子、
通过国家普查，连续三年市级考核获得优
秀等次。二是战略地位大幅跃升。实现
撤县设区，开启新的历史起点。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三峡城市核心区、万开云板块同城化
等国家和全市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赋予开
州重大历史使命与历史机遇，开州战略地
位不断跃升、战略优势不断凸显。三是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加速构建，工业产业集群集聚，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蓬勃兴
盛，改革开放创新深入推进，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500亿大关，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
速居“两群”第一位，荣获中国营商环境质
量十佳区县。四是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规模达到41平方公里、41万人口，功
能逐步完善，品质明显提升，魅力不断彰
显，产城融合发展的浦里新区已建成 12
平方公里，乡村振兴接续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取得新成效。五是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成为自觉共识，污染防治力
度前所未有，森林覆盖率达55%，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年均95%以上，辖区流域
水质总体保持Ⅲ类，开州大地的绿水青山
越来越美、蓝天白云越来越多。六是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
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开工建设，实现高铁
入境、高速成网、乡道提档、水运复兴，教
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社会保
障更加有力，居民收入增速连续 11 年高
于经济增速，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七是政
治生态风清气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不断提高，践行“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
觉，党风政风民风焕然一新，全社会凝聚
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群众干
事创业、团结奋进的氛围日益浓厚，凝聚
起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

回顾这些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
到，开州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不断
夺取新胜利，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靠的是
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靠的
是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对开州“十四五”发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
心使命，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坚持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协同
共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三峡
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三峡城
市核心区，建设大三峡大秦巴接合部知
名旅游目的地，为重庆更好“发挥三个作
用”贡献开州力量，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新篇章！

汉丰湖畔游人如织、开州新城高楼林立、浦里新区产业兴旺、城乡交通四通八达、乡村
振兴接续发力、青山绿水犹如画卷……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开州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顺应新常态、走进新时代、迈入新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创建加快成势见效；打赢脱贫攻坚战，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从此告
别；浦万城市快速通道通车，开州融入到长江经济带建设，进入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时代；抢
抓重大机遇，加速跨越发展，努力开创“三区一地”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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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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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百舸争流。碧
波万顷的汉丰湖上，一艘艘龙
舟似离弦之箭，以磅礴之势破
浪前进。汉丰湖农民龙舟大
赛在这里举行，喧天的锣鼓声
和响亮的呐喊声，见证了“速
度与激情”的较量。

城市钓鱼对抗赛、国际
摩托艇公开赛、国际半程马
拉松……近年来，汉丰湖畔
盛大体育赛事接连不断，向
全国展示了开州“一城山色
半城湖”的美丽画境。

开州立足山水资源禀赋，
做活做强汉丰湖水上运动，常
态开展皮划艇、龙舟、桨板、摩
托艇等水上休闲运动，持续举
办特色水上体育旅游赛事，着
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水上运动
中心，成为重庆水上运动发展
的典型缩影和体旅融合新名
片。

与此同时，围绕汉丰湖
形成的观鸟赏荷、画舫游湖
等文旅活动深受市民和游客
青睐。

“体育赛事搭台、文旅共
同唱戏”，开州依托汉丰湖开
展一系列综合性活动，走出了
一条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的创新之路。2020年，开
州全年接待游客 110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5亿
元。

一场赛事一场赛事

激情一座城市激情一座城市

6月9日，小雨。大进镇
万亩生态茶园笼罩在一片雨
雾之中。“这场雨下得好啊！
有了雨水的滋润，茶树还会发
一批嫩芽。”开州区大进镇党
委书记张太雷冒雨来到茶园
里，一边查看茶树的长势，一
边高兴地说。

小小茶叶，寄托着老百姓
的致富梦想。

2017年，大进镇被列为
全市深度贫困乡镇，由此打响
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的决胜
之战。大进镇党委、政府经过
反复调研，决定大力发展茶
叶、中药材、粮油果蔬和乡村
旅游“3+1”主导产业，建成面
积达1.5万亩的全市单体面积
最大的山地茶园；新发展中药
材1万亩、改造提升老药材基
地1万亩；新建特色水果、高
品质粮油基地1万亩，巩固原
有果蔬基地1万亩。发展高
山避暑民宿20处、星级农家
乐9家、种养一体休闲农业8
处。

如今，大进镇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放眼望去，一幅
幅美丽乡村的画卷正次第展
开。

一大产业一大产业

促进一体发展促进一体发展 仲夏，玄胡示范园里，村民
们“探寻”着大自然的馈赠——
玄胡。

“去年的一场展会，让玄胡
真正成为了‘金豆豆’。”开州区
农业农村委负责人高兴地说
道。

一株药草改变世界，一缕
药香跨越古今。开州区地处大
巴山南麓，享有“巴山药库”美
誉，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30余
万亩，拥有木香、玄胡、黄连等
中草药180余个品种，综合产
值10亿元以上，还被确定为木
香、玄胡国家级生产基地，享有

“中国木香之乡”的美誉。
开州区已连续举办两届

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药博会），成果丰
硕。2020 年 11月 6日，第二
届药博会上，签约项目金额
105亿元，成交采购金额3000
余万元。全国首个木香价格
指数在开州发布，“开州木香”
得到药农、药企、采购商广泛
赞誉。

药博会已成开州响当当的
“金名片”，重庆开州高新区生
物医药产业园在浦里新区拔地
而起，目前已投产 26 家，到
2023年将达到80家，建成全
国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举办药博会，让开州中药
材享誉世界，“绿色的生命畅
想”正在成为现实……

一次展会一次展会

带活一个地方带活一个地方

山水有佳音，乡村景如画。
仲夏时节，开州区临江镇福德
村，稻浪翻滚，鱼蟹肥美；绿树浓
荫，瓜果飘香；阡陌交通，屋舍俨
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好一
幅生机盎然、和美富足的美丽乡
村画卷。

福德村实施“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
改革，大力发展柑橘、优质再生
稻等特色产业，取得了经济和生
态效益双丰收，探索出了一条乡
村振兴新路子。

“以村民‘股东’张柏生为例，
土地流转收入、土地折价入股收
入、财政资金股权改革收入、集体
成员分红收入、在合作社的劳务
收入，5种收入鼓了腰包。”该村
党支部书记熊炳科介绍。

福德村产业盘活了，收入增
加了，人心聚齐了，居住环境越
来越优美，乡风文明蔚然成风，
成了远近闻名的有“福”之村，被
表彰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
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

如今，“三变”改革促发展的
新模式已推广至开州50个村，

“三变”改革特色发展之路初具
效应。

一项改革一项改革

富裕一方百姓富裕一方百姓

走进开州区长沙镇齐圣
村，青瓦白墙的巴渝新居点缀
在青山绿水之间，络绎不绝的
小车开进大山，游客们在林间
惬意拍照……放眼望去，一幅
富裕美丽、充满活力的乡村画
卷映入眼帘。

昔日的深度贫困村，今朝
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村，它的嬗变“秘笈”在于，这
里出了个“憨”书记——党的十
九大代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熊尚兵，用浑身的“憨”劲，
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开创了

“齐圣开发模式”。
熊尚兵发扬“自强不息、敢

为人先”“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
精神，放弃年收入上百万的老板
不当，返乡当村党委书记，帮助
村里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
量身定做以村集体为核心的“山
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一体化
发展新模式，带领乡亲发展柑
橘、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开辟出
一条乡村振兴的“齐圣样本”。

如今，齐圣村产业就业花
开有声，全村 1062 户 3555 人
稳定增收，人均年收入26356
元，实现了有劳动能力家庭“人
人有稳定就业，户户有长效增
收”的目标。

一种精神一种精神

涵养一片沃土涵养一片沃土

滨湖城市更显颜值

6月，汉丰湖畔花香阵阵，荷花、三角梅、
虞美人、百日草等花卉次第盛开，争奇斗艳，
好一幅繁花似锦的美丽图景。

汉丰湖是因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建
设而形成的人工湖，与开州新城相依相伴。
为了提升开州新城的颜值，开州区围绕汉丰
湖做起了“水文章”，打造了开州故城、滨湖公
园、风雨廊桥、开州举子园、城南故津广场等
一批自然与人文景观。

开州区紧扣融合发展，城市面貌展现新
风采，城市气质内外兼修，41平方公里、41
万人口的山水公园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预计达51%。以建设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
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湖新城为目标，
致力城市提升，“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国
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重庆市生态
园林城市”……一大波荣誉接踵而来。

“住在开州城，是我们的骄傲！”这句话已
成开州老百姓的口头禅。

产业提质更具活力

6月8日，开州港，一艘货运船舶正在装
货作业，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不远处的浦
里新区，上百家企业正抢抓大好发展机遇，开
足马力生产，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幸福生活是干出
来的。开州区接续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焕发
全新活力。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江里现代柑橘、大
进万亩茶园等产业园蔚为壮观。中药材、生
猪、大鲵、柑橘产销名列全市前茅，成为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畜牧业绿色发展
示范区。

工业经济强势跃升。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装备制造等产业产值年均增幅超过20%，
高技术制造业、新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5%、28.9%。重庆智能家居产业园初具规
模，家居建材产业步入百亿集群。重庆生物
医药产业园启动建设，规上工业企业达139
户，产值超亿元企业64户。

第三产业繁荣活跃。城市百亿商圈基本

形成，麦当劳、肯德基等名企名店落户入驻，
新世纪百货开州商都、亿丰开州、假日国际商
业广场等商业市场商气日增，商贸市场主体
突破6万户……

基础设施更增能级

5月10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开（州）城
（口）高速公路大树梁特长隧道双洞贯通，标
志着开城高速公路2021年通车段（开州区赵
家至谭家约50公里）所有隧道均已实现贯通，
为实现国庆前具备通车条件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

当前，开州区正抢抓全市“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机遇，按照“4普1城2高铁”铁路网络、

“8射1联1环线”高速路网的规划方案，有序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朝着“示范区半小时
通勤、成渝双核2小时通达、北上广深6小时
覆盖”目标奋进。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在全区上下的不断努力下，基础设施
日臻完善：浦里新区建设突飞猛进，建成区
12平方公里，入驻企业254家；重庆智能产
业家居园建成标准厂房46万平方米，入驻企
业46家；天白水库下闸蓄水，跳蹬水库开工；
正安220千伏、歇马110千伏等一批变电站
建成投用，5G基站新增871个……

开州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触摸到一股
股真实的民生温度。遍布城乡的交通体系四
通八达，水电气讯成为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助
推器”。

乡村振兴更有光彩

放眼三江三里，一个个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如雨后春笋出现，乡村振兴“开州样本”光
彩夺目。大进镇、巫山镇、中和镇、临江镇、紫
水乡等通过乡村振兴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百姓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开州区地处渝东北三峡库区与秦巴山脉
交汇地带，是三峡移民重点区县之一。开州
区尽锐出战、攻城拔寨，高质量完成脱贫摘
帽，“零差评”通过国家普查。开州区又致力
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40个工作团、465支驻

村工作队、1.1万余干部职工倾情奉献，58亿
资金、2800多个项目、300多项帮扶政策到村
到户，535个村组用上动力电、修通致富路，
3.6万多脱贫家庭吃上产业饭，4.8万多学子圆
了上学梦，“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全区
13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2.57万群众告别绝
对贫困。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波澜壮阔，
无数战天斗地的脱贫事迹载入史册，众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动巴渝大地！

梦想家园更加精致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开州区在举子
园举办了盛大的“5·19中国旅游日”暨八仙
花展系列活动。一群“才子佳人”受邀参
与本次盛事，他们装扮精致，言行复古，穿
梭园中，引起了许多游客的驻足和围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凝聚战略共
识，突出战略抓手。开州区紧紧围绕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和“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的目标，以汉丰湖生态
保护为前提，主打三峡库区第一城市
湖泊资源，深挖开州千年历史文化，
以“湖+文+旅”为抓手，做大库区第
一“湖城”品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
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共有4A级
景区3个、3A级景区5个、市级全
域旅游示范乡镇（村）4个。成功
创建汉丰湖市级旅游度假区，举
子园成为网红地标。环湖马拉
松、国际摩托艇赛、汉丰湖水上
欢乐季等赛事活动伴随“四季旅
游”主题美名远播。

行走在绿树鲜花掩映的滨湖
路上，看着“城在湖中，湖在山
中，意在心中”的独特画境，吃着
混蒸、香肠、腊肉等开州特色美
食，来自重庆的游客江洪梅感慨
地说：“以后我要经常带着家人
来开州转一转，看一看！”

开州，这座有过无数辉煌的
千年古邑，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
代的征程上。

（本版稿件由徐彬、何仁
勇、王丽娟、冉绢采写，图片由
刘康、叶娟、余清英提供）

抢抓重大机遇 加速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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