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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

发展绿色产业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周少政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高质量
发展的题中之义，
更是参与新一轮
竞争的重大优势。处理好保护生
态和发展经济的关系，
对于重庆市
涪陵区来讲，
出路就是坚持走以生
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
代表、
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涪陵是重庆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是成渝城市群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
这一定位决定了涪陵必须在发
展中扛起大旗，要有更大的担当。
同时，涪陵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
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在生态保

护，
特别是构筑长江生态安全屏障
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
周少政表示，
在具体工作中就
是要做好三篇
“大文章”
，
构筑生态
绿色屏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
色家园，
走好
“两化路”
，
学好
“两山
论”
，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对于如何构筑绿色屏障，
周少
政说，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系
统工程。在过去一年里，
涪陵区聚
焦‘山、水、天、地’，筑牢维护生态
安全的绿色长城。确保水质优良，
狠抓国土绿化，打赢蓝天保卫战，
防治土壤污染。其中，聚焦‘地’，
主要是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全部关闭禁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
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90%，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用量

持续减少，
全区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全面管控。我们要花大力气、
下大
决心全面关闭长江、
乌江干流库岸
沿线等生态敏感区内非煤矿山及
辖区煤矿，
并进行生态修复。
”
“要让‘金山银山’置于‘绿水
青山’中。”周少政介绍说，在绿色
产业发展上，涪陵将加快生态产
业化，立足涪陵的资源禀赋，念好
“山字经”，种好“摇钱树”，做好
“水文章”，打好“生态牌”，推动生
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
态经济加快发展。探索建立农民
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接
二连三”。加快武陵山大裂谷创
5A 和 816 地下核工程景区提质，
积极发挥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区优势，唱响春赏花、夏避

暑、秋采果、冬品菜的“四季歌”。
还将加快产业生态化，严格工业
项目环境准入，完善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坚决划牢环保红线，守住
环保底线。
此外，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周
少政介绍，涪陵综合保税区、高新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涪陵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重要支点的三
大国家级平台，
也是涪陵构建开放
新格局、
创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
手。涪陵将开展城市提升行动、
工
业提升行动、通道提升行动，着力
提升集聚辐射能力，
不断增强区域
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
能。同时也将大力强化创新、人
才、环境的支撑作用，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郑向东：

发展大生态产业 统筹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本报记者 朱晨辉

郑向东

“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次用‘四
个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
性地位、根本性影响，这让我们再
次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领航导向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
坚定决心、战略定力。”在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南岸区委书记郑向东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郑向东告诉记者，面对转型
升级带来的压力，重庆市南岸区
将构建“大生态、大数据、大健康”
现代产业体系，以环保、文旅为基
础，统筹推进国家全域旅游先行
区 建 设 。 不 仅 要 强 化“ 上 游 意
识”，还要担起“上游责任”、体现

“上游水平”，全力建设“生产、生
活、生态”最优空间，
“宜居、宜业、
宜游”品质城市，努力实现“南岸
起风景”。
“南岸地处大都市区，生态环
境更敏感、
更脆弱、
更宝贵，
也更容
易被感知、更让市民向往。为此，
我们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
突出规划与自然相生共融。
”
郑
向东介绍，南岸区围绕“望山、理
水、
留空、
融合、
宜人”
思路，
充分利
用两山绵延、江河环布的资源禀
赋，
科学规划、
精心设计，
让建筑布
局、风貌、色彩和天际线、山脊线、
水岸线和谐共生，展现依山傍水、
城林交融的城市个性，
让群众开门
见山、
推窗见绿、
四季见花，
可谓是
“半城山水半城绿”
。
据介绍，南岸区聚焦长江、南

山、
迎龙湖等重点区域，
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南岸区高水平编制《水
秀南岸起风景》规划，全面梳理水
系资源，推动水、城、景高度融合。
深入推进
“河长制”
，
依法取缔长江
沿线餐饮船舶 12 艘，启动沿江排
水口整治，
开展
“两江四岸”
消落区
整治。建成南滨路 25 公里滨江亲
水带，
成为城市最亮风景线。
“我们精心守护好南山生态
屏障。”郑向东介绍，全面启动南
山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完成关闭
矿区生态修复 11.9 公顷，拆除违
法建筑 34.6 万平方米，关停取缔
“小散乱污”企业 29 户。高品质策
划南山城市山地公园，致力打造
“看见重庆、自在南山”的城市最
美观景台。
“我们以乡村生态振兴
联动农旅融合发展，建成 364 公

顷、主城最大的迎龙湖国家湿地
公园，着力打造集湿地保护、环境
调节、休憩观光为一体的大都市
区生态旅游新坐标。
”
“重庆市南岸区的大生态产
业，旅游收入增长 38.2%，环保产
业蓄势待发，产业规模超过 200 亿
元。”就产业方向和产业规模，郑
向东说道，
“南岸区的大数据产业
以智能产业为基础，中国智谷（重
庆）科技园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
告，上升为全市战略，产业规模超
过 800 亿元。同时，南岸区还以生
物医药为基础，大力推进重庆市
大健康集聚示范区建设，积极构
建集高层次研发机构人员、高水
平代工厂、高效率流通营销渠道
于一体的产业生态，产业规模超
过 300 亿元。
”

全国人大代表、徐州铜山区委书记、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王维峰：

以创新发展理念打造“中国安全谷”
本报记者 何芳 秦云龙 刘海洋

王维峰

“我希望安全科技产业能够
在全国各地得到更好的发展，安
全生产和市场都需要这样的产
业，规模应该在万亿元以上，希望
大家共同努力，把安全科技产业
做得越来越好。”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徐州铜山区委书
记、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王维
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
时，呼吁共同做大做强安全科技
产业。
近年来，徐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通过重点打造特色安
全科技产业，在“智能+”和制造业
转型升级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徐
州高新区的安全科技产业园也成
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示范园
区。去年 1 月份，国家工信部、应

急管理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
在京签署了推进安全产业加快发
展合作共建协议，将依托徐州高
新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
安全谷”列为了合作共建工作目
标。
“徐州高新区的安全科技产
业是从矿山安全起步的，依托中
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逐步
在各个矿山开展安全管理、安全
技 术 设 备 、安 全 服 务 等 相 关 工
作。现在，徐州高新区的安全科
技产业已经走出矿山领域，延伸
到了消防安全、危化品安全、公共
安全、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王
维峰说。
据王维峰介绍，徐州高新区
的安全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三个
领域。第一，从事技术研发，主要
做相关领域和专业安全技术方面

的研发、攻关。第二，设备生产，
主要生产救援产品、安全救助产
品等安全科技产业方面的各类产
品。第三，安全服务管理的大平
台，比如，大数据矿山管理平台、
全国危化品安全监管平台等。还
有安全科技技术产业的转化平
台，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技术成
果转让及安全服务的大数据平
台，建立起了全链条、全过程、全
方位的安全产业研发、生产、管理
和服务体系。
为了促进产业发展，徐州高
新区还成立了总额 50 亿元的安全
科技产业发展基金，通过“技术+
基金+市场”，促进安全产业、相关
企业更好发展。
如今，徐州高新区“安全泛产
业链”正在快速形成，徐州国家安
全科技产业园 100 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已经完成 60 万平方米。
“我们有产业研发和孵化园区，初
创阶段的企业可以进入孵化园
区，有一整套的研发环境和政策
支持。等企业进入试生产阶段，
可以直接入驻产业园区，我们提
供标准厂房，甚至可以提供关键
设备以及补贴，全力支持企业发
展。
”王维峰介绍。
截至现在，安全科技产业园
区内有近 100 家从事研发的企业，
对于这些初创企业，徐州高新区
推出了淘汰机制，有专门的评估
小组，对于两年内没有任何成果
的，
实行淘汰。
目前，徐州高新区由数据科
学家牵头，专门成立了公司化的
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将自己的
经验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模式和
操作方法，
提供给其他地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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