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下，武隆
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凝心聚
力、担当实干，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生福
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政治生态风清
气正的良好局面。荣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城
市范例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十佳区”等一
批荣誉。奋进“十四五”新征程，我们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等重大发展机遇，奋力书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以充分发挥联结重庆主城都市区、联通
黔北的重要节点作用为牵引，坚持走区域协同
型高质量发展路子。发挥西部丘陵四镇区位优
势，高标准开发建设凤来新城，大力发展城郊型
经济，打造成为全国近郊型公园城市新典范、现
代高品质生活宜居样板地、区域高水平协同联
动桥头堡。增强“铁公水空”立体交通功能，仙
女山机场已开通至北京、上海、成都、济南、杭
州、西安、合肥、贵阳、南昌、佛山等航线，渝湘高
铁预计 2024 年建成通车，“武两”高速、渝湘高速
扩能、乌江白马航电枢纽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
推进。深化南川武隆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加
强与涪陵、长寿等区县交流合作，与黔北地区、
市域“两群”区县合作，共同提升区域发展能级。

——以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为载体，坚
持走文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突出“人间
仙境、度假胜地”主题，深耕仙女山、错位拓展白
马山、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游，加快推进旅游国
际化试点，打造文化旅游业“升级版”。推进阳
光童年、天下鹊桥、仙女半山太阳季等重大文旅
项目建设，大力开发研学旅行、冰雪旅游、文创
娱乐、养生养老、运动康体、旅居康疗等新场景
新业态，建设户外运动和避暑休闲康养基地。
加快打造渝东南旅游集散中心，构建渝东南枢
纽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增强对渝东南文旅融
合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加强与成渝地区、大
武陵山片区联动发展，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地区和东盟、欧美、非洲等市场。成为全
国少有的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四块金字招牌的地区，2020 年接待游
客突破37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80亿元。

——以建设“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为抓手，
坚持走生态优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两
江四山”重点生态功能区域保护，守护好世界自
然遗产地，建设好芙蓉湖国家湿地公园。全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350 天以上，林地
覆盖率 73%、森林覆盖率 65%。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重点推进“4+1”生态工业集群发
展，积极构建新能源汽车、页岩气全产业链，力
争到 2025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200 亿元。做
强做优以高山蔬菜、高山茶叶为主导的“2+6+
N”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获评“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成为重庆市唯一同时获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的区县。

——以建设产城景融合发展先行区为支撑，
走城乡互动型高质量发展路子。统筹“三生”空
间和“四宜”环境，大力提升城乡产业功能、旅游
功能、服务功能和生态功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打造“特色山水·滨江休闲”旅游城市，
彰显“主城都市区后花园”形象魅力。做好仙女
山临空经济区、保税展示店商业街区和棉花坝
高铁商贸小镇、城区商贸综合体、
滨水夜间旅游经济带建设，加快
构建涵盖两山和城区的千平方公
里“产城景融合核心圈”。精准落
实“五个振兴”要求，突出“1+3+
10+12”重点乡村示范带动，精心
打造 5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加快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区、全国双拥模范城，入选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连续两年上
榜“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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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同源山水同源、、武陵同武陵同
梦梦””。。

55 月月 2626 日至日至 2828 日日，，
20212021··中国武陵文旅峰会中国武陵文旅峰会
论坛在武隆仙女山成功论坛在武隆仙女山成功
举行举行。。来自国内各相关来自国内各相关
领域著名的专家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齐学者齐
聚于此聚于此，，围绕武陵山文化围绕武陵山文化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区
域山地旅游转型升级域山地旅游转型升级、、文文
化旅游国际化等开展主化旅游国际化等开展主
旨演讲和对话旨演讲和对话，，共同探讨共同探讨
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
的趋势和前景的趋势和前景，，探讨文旅探讨文旅
合作发展的新思路合作发展的新思路。。

聚光灯再次聚焦武聚光灯再次聚焦武
隆隆——这个青山为邻这个青山为邻、、绿绿
水相伴水相伴、、山水相依山水相依、、诗情诗情
画意的地方画意的地方，，着实又火了着实又火了
一把一把。。

高光时刻的背后高光时刻的背后，，是是
““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武隆按照武隆按照
““两点两点””定位定位、、““两地两地”“”“两两
高高””目标要求目标要求，，抢抓成渝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重庆重庆““一区两群一区两群””协调发协调发
展的机遇展的机遇，，充分利用旅充分利用旅
游游、、生态生态、、区位等优势走区位等优势走
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路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子。。如今如今，，昔日的昔日的““穷乡穷乡
僻壤僻壤””，，已蜕变成名副其已蜕变成名副其
实的实的““人间仙境人间仙境””。。

⑤⑤ 仙女山机场通航仙女山机场通航。。

2020年10月，武隆成为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标志着武隆继
2018年获评全市唯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后，成为重庆第一个成
功实现“双创”的区县。此前，武隆还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范例奖”。

各种荣誉为何如此眷顾武隆？
其背后是武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是武隆严格保护生态红线的要求，是

武隆坚持把生态当成生命、毫不犹豫摒弃落后产能和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经
济牺牲，是武隆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的决心……

据统计，武隆先后拒绝总额100多亿元有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工业投资项
目；主动关停37家采石场和一批污染环境的中小企业……还调整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834.652平方公里，占到全区面积28.89%。

同时，聚焦“天上、水里、田园”各领域，对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修复、治理。
建立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车辆排气污染检测前置把关率100％，单位GDP
综合能耗持续降低，近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始终保持在350天以上。全面
落实“双总河长制”，统筹推进“三水共治”，开展“清四乱”、水域清漂等行动，强
化对自然岸线保护和植树造林。全民植树氛围浓厚，逐年累计完成国土绿化提
升46.1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59.3%提升至2020年的65%，居全市前
列，获评全国首批“中国森林氧吧”。

如何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武隆还有一个目标：建设“两山”实
践创新示范区，让绿水青山更有“灵”。

为此，武隆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推进“4+1”生态工业集
群发展，积极构建新能源汽车、页岩气全产业链，力争到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
值超过200亿元。同时，继续做强做优以高山蔬菜、高山茶叶为主导的“2+6+
N”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精准落实“五个振兴”要求，突出“1+3+10+12”
重点乡村示范带动，精心打造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加快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2019年7月24日，首届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国际论坛在美丽凉爽
的仙女山隆重举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武隆深刻践行”“武隆
在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论坛
已成功举办两届，专家学者们对武隆称赞有佳，对武隆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打 造 最 美打 造 最 美 人 间 仙 境人 间 仙 境
秉持生态优先
打造“两山”实践创新新典范

文文//王蓁王蓁 张再行张再行 图图//武隆区融媒体中心提供武隆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④④ 和顺镇寺院坪风电项目和顺镇寺院坪风电项目。。

⑥⑥ 白马山白马山““飞天之吻飞天之吻””。。

⑧⑧ 仙女山大草原仙女山大草原。。

②② 芙蓉江芙蓉江。。

①① 天生三桥景区天生三桥景区。。

③③ 沧沟乡大田湿地人家沧沟乡大田湿地人家。。

⑦⑦ 懒坝国际艺术度假区懒坝国际艺术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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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已经拥有了旅游领域几乎所有的金字招牌，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等。可以说，武隆
已经从重庆走向全国，游客正在从世界走入武隆。”5月27日，在2021·中国武
陵文旅峰会开幕式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武隆旅游给予高度评价，他
说：“在渝东南各区县中，武隆的游客满意度保持首位。游客被武隆风景吸引
而来，普遍认为这里的风光独特，景色优美，性价比高。”

如何让武隆旅游走得更好更远？戴斌提出，文化是旅游的魂，是武隆必须
要打好的一张“牌”。在这方面，武隆一直在探索。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
隆》，就是武隆对文旅融合发展探索的最好证明。

《印象武隆》自2012年起开始公演，主要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
子”为主线，穿插了抬滑竿、火锅、纤夫、哭嫁等重庆本土文化，通过现场3D
激光和炫幻灯光的配合，让人得到以文化为魂、山水相伴的视听享受和心灵
震撼。

据统计，自公演以来，截至2020年底，《印象武隆》累计演出2900多场，观
众370余万人次。很多人通过《印象武隆》走进武隆，在武隆又体会到更多文
化而被深深吸引，形成了文与旅的良性循环。

《印象武隆》让武隆尝到了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甜头。武隆借势启动了
“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思
路，先后建成飞天之吻、博象美术馆、懒坝大地艺术公园、树顶漫步、归原小镇
等文旅项目。仙女山草原露营音乐节每年热度不减，全市文旅“双晒”获得最
佳传播奖，还新培育8家规上文化服务企业，推出武小仙、龙小马旅游形象和
七彩陶……充满武隆元素的文创产品不断实现新突破。

文旅融合彻底夯实了武隆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底气。武隆正按照
国际化标准，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打造智慧旅游，仙女山临空经济
区、保税展示店商业街区、武隆九街等也被纳入规划……一个以文旅融合为引
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正在一步步走来。

深化文旅融合
描绘旅游国际化新蓝图 武隆，地处重庆东南部乌江下游，距重庆主城内环137公里，是重庆通往“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和东盟地区的主要通道。武隆抓住机遇，坚持区域协同发展，推动产
城景深度融合，让至美城乡更有“范”。

凤山街道蒲板村紧靠白马山旅游度假区，距离城区20多公里，虽然地理条件较
为优越，但通向村里的路弯多路窄，破损严重，制约了当地发展。2018年，武隆科学
制订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途经蒲板村的黄蒲路（凤山街道黄渡至蒲板示范路）被
列为“四好农村路”整治项目之一。经过一年的整治，黄蒲路实现提档升级，村民出
行、农产品购销也进入了“高速时代”。

黄蒲路的升级只是武隆农村公路建设的缩影。“十三五”期间，全区投资43.85亿
元，新建和改扩建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2242公里，城乡互动越来越密切。

去年12月，随着空客A320客机平稳降落仙女山机场，武隆交通迈入航空时代，
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成都、济南、杭州、西安、合肥、贵阳、南昌、佛山等航线。

一条武隆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形成，为武隆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渝湘高铁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渝怀二线建成投用，“武两”高速、渝湘高速扩
能、乌江白马航电枢纽等重大交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十三五”期间，一张涵盖航空、铁路、高速路、普通干线公路和“四好农村路”的
“铁公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逐渐在武隆形成。

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隆，更加开放地深化与南川等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加强与
涪陵、长寿等区县交流，与黔北地区、重庆“两群”区县合作，共同提升区域发展能级。

2021年1月27日，随着凤来新城开工的第一声炮响，一个全国近郊型公园城市
新典范、现代高品质生活宜居样板地和区域高水平协同联动桥头堡拉开了建设大幕，
武隆发展又多了一个重要增长极。

双百年铸就美诗篇，十四五铺开新画卷。
武隆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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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武隆绿水青山“颜值”更
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推动区域协同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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