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召开的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书记关于推进城市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论述为引领，进一步凝聚战略共识，找准自身方位和发展定位，科学把握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是重庆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找准

方位，把准定位，加快推进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本报约请了渝东北部分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撰写理论文章，现集中刊

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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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重大战略决策，市委市政府以“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为载
体精准贯彻落实。开州作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地处渝东北川东北接合部，在生态上、区位上、资
源上有明显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
遇宝贵、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自觉在大局中把准战略定位、明确自身方
位，坚定不移“举生态旗、扬区位帆、乘融合风、走特色路”，
努力融入和协同创建三峡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三峡城市核心区，大三峡、大
秦巴接合部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践行“两山论”，筑牢生态屏障。一是守好绿水青
山。统筹抓好建、治、管、改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河长制、
湖长制、林长制，守好山、治好水、育好林、管好田、净好
湖、护好草，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深入做好消落带
治理和三峡库区后续工作，加大植树造林和育林管护力
度，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度推进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加强与周边地区协同保护，确保山绿水清岸
洁。二是建好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方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因业制宜探索创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
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变，努力让开州的好生态变成好产品、
产生好价值。以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抓手，
大力发展柑橘、中药材、冷水鱼、生态畜牧、茶叶等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依托农业龙头
企业全市第三的数量和规模优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
加工，大力开发木香、春橙指数，唱响开州再生稻、开州香
肠等特色品牌，建设秦巴山中药材种植博览园，做靓三峡
道地中药材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坚持绿色化、智能化
方向，实施企业改造升级，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
智能家居、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特色建材等绿
色制造业。坚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用好汉丰湖、雪
宝山、温泉等自然资源和开州千年文化底蕴，打造一批文
旅休闲、高山避暑、康复疗养、旅居养老等特色康养基地
和精品景区线路，建设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雪宝
山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支撑建设大三峡、大秦巴接合部

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推动一体化，实现协同发展。一是推动规划衔接。

抢抓国家和市委市政府制定片区规划窗口期，加强战略
协同和规划衔接。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一体
化、同城化空间布局，推动与周边相向发展，辐射带动渝
东北川东北一体化发展。围绕建设 100 平方公里、100 万
人口“双百”城市目标，推动城市向西拓展，促进江里片
区与达州开江融合；推动城市向南开发，促进浦里片区
与万州、云阳一体化发展。二是推动组团连接。实施开
州城市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推动形成万开云带
动、区域城市互动、功能板块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建
好城市是前提。环汉丰湖城区按照建设“山水对话、天人
合一、城景一体、产城融合”的山水公园城市定位，提升功
能品质，着力打造生态之城、运动之城、休闲之城、康养之
城。浦里新区按照“以产兴城、产城互动、景城交融”的发
展思路，充分发挥用地条件和区位优势，坚持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加快打造产城景融合新区。建强交
通是关键。紧紧抓住国家推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机
遇，畅通组团间对外大通道、对内微循环，加速开城高速、
巫云开高速建设，争取尽快开工渝西高铁、成南达万高
铁、达万铁路扩能、开梁高速、小江航道通行能力提升等
重大项目，配合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三
是推动发展对接。加强沟通协调对接，深化与周边区域
在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改革开放等
方面拓宽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产业分工、要
素流转、民生共享、创新协同、人才交流等合作，共商共办
区域协作重大事项和活动，推动形成互补互促、抱团发展
的良好格局。

打好双战役，决胜全面小康。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咬紧牙关、全力冲刺，跑
好“最后一公里”，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战疫”

“战贫”两手抓、两不误，因势制宜、对症施策，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最大限度化
解和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坚决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奋力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

（作者系中共开州区委书记）

努力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建设中展现开州作为

□杨晓云

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部署。作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梁平，处在“一区两群”和川东北的重要联结点上，
是主城都市区东向开放的重要支点，是大三峡绿色发展的
纵深地带，是深化川渝东北合作的天然桥头堡，区位优势
独特，地理条件优越，理应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担当，
争取更大作为。我们将抢抓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渝东平
原，联接大主城，融入大三峡，协同川东北，围绕建设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典型示范
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现代田园城
市，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样板地，在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谱写梁
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域治水、湿地润城，建设生态文明典型示范区。梁
平有好山好水好田园，东有高梁山、西有明月山，溪流纵
横、湿地润城。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格保
护美丽田园、乡村小微湿地，种好田、蓄好水、护好绿，加快
建设美丽梁平。全面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加快推进三
峡集团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PPP
项目建设。坚持严格保护、自然修复为主，把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打造成为“三峡风景眼、重庆生态湖”；探索乡村
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与国家湿地中心合作，成立长江上
游湿地研究中心，打造中国丘区城市湿地连绵体，创建国
际湿地城市。

产业为王、项目为要，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梁
平70%为坪坝，综合承载能力强。我们在严格保护前提下，
走深走实“两化路”。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以创建
国家高新区为抓手，按照“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以“+生
态”的思路发展绿色特色产业，全力打造绿色制造业基地、
消费品工业基地。加快电子信息、智能家居、绿色食品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集成电路、新材料、通用航空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标准建设都梁新经济区。围绕新经济、
新业态、新基建，聚焦5G通讯、数字文创、人工智能，打造
沿河创新社区、垂云楼智慧公园、赤牛城文创产业园、重庆

数谷农场，建设渝东北大数据中心。着力打造营商环境高
地。让“投资重庆、看好梁平”成为共识，让优良营商环境
成为梁平鲜明的城市名片和永续发展动力。

五子登科、接二连三，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梁平沃
野千里、万石耕春，是重庆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聚焦“五
个振兴”，把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作为优先任务，围绕

“稻、竹、柚、鸭、豆”五子登科、接二连三，发展生态农业，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市前列、争当全国
先进。实施美丽村庄规划、粮猪菜稳产保供、柚竹渔提质
增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田园风光塑造、抓乡促村“六大
工程”。抓好农村“三变”、村级集体经济、农业社会化服
务、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四项改革”。把田园风光作
为生态旅游的核心资源，突出农文旅融合，抓好双桂田园、
百里竹海等核心景区建设运营，大力发展周末旅游、周末
经济，以“晒金秋田园·庆五谷丰登”为主题，持续办好“三
峡晒秋节”，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城在田中、田在城中，建设现代田园城市。旖旎的田
园风光、深厚的农耕文明，是梁平最靓的风景眼、最浓的乡
愁源。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保护好利用好自然
山水和美丽田园，注重留白添绿、产城景融合，建设都梁新
区，打造“双百”城市。以田园为底板，留住乡愁记忆，让山
水、田园、乡村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五湖四海”绘
出“田园之城”，为人民群众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持
续推进老城“双修”，开展城区大规模植绿添园，精雕细琢
城市文脉，打造精致优雅城市。积极引进高等院校，加快
创建三甲医院，建设三峡应急中医院，织密民生保障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
带。明月山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百里竹海是梁平
人民的“金山银山”。我们携手川渝毗邻区县，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让“竹山变金山”的故事更加精彩，让绿水
青山变成更多金山银山。用好竹资源。学习安吉经验，加
大低效林改造，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竹缠绕复合
材料、竹家居、竹工艺品。依托百里竹海发展生态旅游、康
养产业。建好民宿群。借鉴德清做法，保护好古村落、古
驿道、古建筑，建设“北斗七星”，打造“百里星宿”，让农房
变客房、竹林变公园、劳作变体验，叫响“东有莫干山、西有
明月山”品牌。 （作者系中共梁平区委书记）

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蒲彬彬

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是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部
署。垫江坚决拥护、全面贯彻，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立足渝东北、联接都市区，在生态优先上当示
范、在绿色发展上当标杆，奋力书写好“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的垫江篇章。

坚定战略方位。立足渝东北要争当标杆。在生态优先
上当示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在绿色发展
上当标杆，加快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
程，全力打造千亿能级高新区、“双50”生态宜居城、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城镇群试点、明月山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联接都市区要接好首棒。在平台联接上，
承接两江新区、保税港区、长寿经开区，着力打造国家级大
平台拓展区。在产业联接上，为全市汽摩产业发展“跑好龙
套”，与长寿、涪陵共同为全市天然气产业补链成群，着力建
设重庆高新技术承接转换示范区。在生态联接上，与长寿、
梁平合力打造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
点示范，共同守护好“四山”生态屏障。在通道联接上，着力
打造川渝东部东西南北“四向”交汇地，承接传导主城都市
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唱响“双城记”要创建示范。
发挥生力军、突击队作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同心
合力办好合作的事情，共同打造明月山践行“两山论”样板
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示范带，
争当川渝合作示范县。

落实战略定位。建好三区。建好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
带核心区，承接好全市四大共性优势，发挥好垫江四大个性
优势，着力把垫江打造成为明月山川渝毗邻地区中综合实
力更强、发展质量更高、开放环境更优、辐射能力更足的县
域，充分彰显“核心区”功能作用。建好主城都市区产业的
重要拓展区，强化管理体制、营商环境、产业平台、人才储备
等基础建设，未雨绸缪筑好巢，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主城都
市区的产业转移。建好农文旅融合的国家康养文化旅游集
聚区，大力发展生态文旅和大健康产业，推动旅游向全域全

季化发展。建好两地。建好重要的工业基地，聚力打造工
业园区平台矩阵，推动产业项目、生产要素向重点区域、重
点平台集聚，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建成千亿工业。建好
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巩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建设成果，加快区域性市场建设，着力打造专业化的省际
商贸物流平台和通道，联动川渝东北部区县共建区域性商
贸物流集散地。建好节点。建好渝东北联接主城都市区的
重要节点，着力打通“一区两群”区县之间东进西出、南下北
上的关节点，绝不让节点成为堵点、卡点、痛点，真正让节点
更加灵动、更加通畅、更加活络。

突出战略抓手。做优生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推进建、治、管、改各
项措施，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好山、治好水、育
好林、管好田、净好湖、护好草，共筑一道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做畅交通。做好黔忠垫广铁路、长垫梁货运铁路、垫
丰武和垫大高速公路建设前期工作，强化垫江与机场、铁路
和周边港口、码头的互联互通，形成通江达海的对外交通物
流格局。做强产业。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加快发展绿色
建材、天然气综合利用、汽摩配套、消费产品、现代中药及生
物医药加工等优势产业，形成一批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
业集群，创建中小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大力发
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着力打造10万亩垫江晚柚、年
出栏100万头生猪、100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200亿级现
代中药及生物医药加工产业集群，着力建设中国晚柚之乡、
国家级优质粮油示范基地、国家农业示范园区，全力争当乡
村振兴排头兵。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建
设中农联渝东国际农贸城、红星美凯龙爱琴海购物公园等
区域性专业市场，做强县城电商产业园；打好牡丹花牌、盐
温泉牌、中医药牌，推动农旅、文旅融合，大力发展康体养
生、中医养生、休闲养生等多元业态，建设卧龙河盐浴温泉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做靓“牡丹故里·康养垫江”旅游品
牌。做精城市。紧扣“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城市发展目
标，加快建设东部新区，大力改造老旧小区，着力推进三合
湖国家湿地公园、天宝寨森林公园、城市博览中心、优质教
育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城景融合，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之地和主城都市区的郊区新城。

（作者系中共垫江县委书记）

奋力书写好“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垫江篇章

如何加快推进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
核
心
提
示

□聂红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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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重庆使命、重庆
担当、重庆作为，必将有力推动渝东北一体化规划、组团式
发展、协同性建设。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进
一步明晰了渝东北的发展定位、努力方向和实践路径，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建设发出了动员令、规划了路线图、
拟定了任务书。万州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按照“万州是大区，要有大
担当、新作为”要求，着力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建设
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努力在服务带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发展中担当更大使命责任、实现新的更大作为。

学好用好“两山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深
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方针，强化上游意识、担当上游责任，以提升全域水
质为中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生态环境联防
联治，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保护好一江碧
水。深入落实河长制，以长江及21条次级河流生态廊道建
设为抓手，扎实推进“三水共治”，加快城市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确保长江干流万州段水质总体保持Ⅱ类。涵养好两岸
青山。持续深化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探索林长制，大力实施
长江沿岸“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抓好“三山生态屏障”
建设，确保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守护好一方净土。强化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大力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全
覆盖，严控新增污染、逐步减少存量，切实改善土壤环境。

走深走实“两化路”，加快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突出“两化”引领，做大经济总量、
提升发展质量，加快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构建绿色生
态产业聚集区。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生态”的
思路发展产业，做优做强“六型”生态产业，提升“亩产效
益”，实现“精明增长”。大力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发挥好
国家级万州经开区主战场作用，发展壮大“五大重点产
业”，加快打造一批百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山地高效
型农业，推进经果林、生态猪“双百亿”工程，构建种植、养
殖产业全链条，探索种养循环新路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做大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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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畅游三
峡·万州出发”旅游品牌，加快建设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打造川渝地区对外开放东大门。坚持
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发展壮大市级发展平台，加快综合保
税区、航空口岸、水运口岸“一区两口岸”建设，整体提升区
域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充分发挥
万州经开区创新平台作用，争取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一批孵化平台、众创空间，培
育壮大一批创新型企业；深入实施平湖英才计划，完善产
学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渝东北区域性科技
创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唱好唱响“协奏曲”，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完
善城市核心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更好发挥对区域的辐射作用和服务功能。加速交通互联互
通。围绕建成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重要节点，建好外联大通道，加快郑万高铁、万州
机场改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构建“七高五普”铁路网、“一
环九射”高速路网和“一空一港”立体交通体系；完善多式联
运物流体系，推进三峡国际综合物流枢纽建设，加快建设生
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打好三峡教育牌，构建“一大四本多专”发展格局。打
好三峡健康牌，把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建成西部一流医
院，加快三峡国际健康城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西部医学中
心万州副中心。打好三峡文化牌，建成投用三峡文化艺术
中心、三峡文创产业园，打造一批艺术精品和文化产品。打
好三峡区域公共品牌，高质量办好支洽会、旅游节、柑橘交
易会等节会活动，共同做强“三峡制造”“三峡农业”“三峡旅
游”等区域公共品牌。促进城市乡村各美其美。坚持以人
为本、道法自然，加快城市空间拓展、品质提升、功能完善，
深化城乡“双亮”活动，促进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优化
空间布局，立足Ⅰ型大城市格局，推动构建“一心两片多点”
城市空间格局，促进“三生空间”协调融合。提升城市品质，
以5A级景区标准精雕细琢“高峡平湖十六景”，打造产、城、
景有机融合典范，彰显巴渝特色山水城市的独特魅力。建
设美丽乡村，以决胜脱贫攻坚为统领，接续推进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乡愁浓郁、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幸
福家园。 （作者系万州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

切实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发展中担当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