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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部门街镇负责人晒思路晒举措大型全媒体访谈

永新镇幅员面积231平方公里，是綦江区幅员面积最大的镇，距綦江城区仅20分钟车程，区位优
势明显。在推进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打造“渝南中心城市”中，永新镇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扮演怎
样的角色，有哪些思路和举措？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永新镇党委书记张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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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渝黔合作先行示范新机遇
推动魅力永新“一区三镇”大发展

——访永新镇党委书记张光强

记者：永新镇将如何把关于渝黔合

作、创新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抓落实呢？

张光强：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推动“一

区三镇”发展战略落地落实。一是提升

组织力，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加强村级

组织建设，规范党组织活动，采取镇领导

班子成员挂片、干部编组驻村等，加强对

村（社区）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指导，增强

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注重选育结

合，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强化年轻干部

培养，健全后备干部培养机制，激发干部

活力。常态化开展镇村干部培训，切实

提升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及时发现、树

立和表扬先进典型和致富带头人，充分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三是加强制度建

设，促进党员干部作用发挥。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重中之重，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四个

自信”，落实“两个维护”。强化纪律和制

度约束，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正

风肃纪，层层压实责任和传导压力，努力

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文/本报记者 整理

记者：今年3月，《渝黔合作先行示

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在打造渝

黔合作先行示范区的大好机遇面前，永

新镇有哪些优势？

张光强：实施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

建设、打造渝南中心城市，必将为綦江在

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等各个方

面带来巨大机遇，也为永新全方位发展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机遇面前，

永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区位优势。永新位于綦江北面，距

重庆主城不到60公里，距綦江城区仅有

17公里，随着北渡铝产业园的加快发展

和升平工业园的启动建设，永新场镇已

经与綦江城区连成一片，成为綦江城区

的一个重要组团，也是綦江向北发展融

入重庆主城的重要组团，在綦江加快建

设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打造渝南中心

城市的过程中，必将作为一个重要板块，

也将得到更多支持。

交通优势。重庆三环高速纵贯永

新，梨花山服务区和北渡两个出入口到

永新政府所在地车程都在10分钟以内，

353国道横跨永新，改造升级后的道路使

得永新与綦江城区和江津的往来更加快

捷，美丽的清溪河及綦江航道上可达綦

江城区、北渡工业园、桥河工业园，下可

经重庆通江达海，超过600公里的公路

四通八达，密集的交通网络为永新提供

了良好的人流物流保障，为后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资源优势。永新的自然资源非常丰

富，其中，清溪河是重庆近郊少有的未被

工业污染的河流之一，被誉为巴渝漓江；

长田山99座山峰绵延起伏，植被茂密，

生态多样，是重庆近郊难得的一片原始

次森林；石坪万亩梨花盛开，漫山遍野，

蔚为壮观，是綦江首批AAA级景区。永

新高山浅丘地形交融，土地肥沃，水源丰

富，适合各种作物栽培、牲畜养殖以及大

中型企业落户，为永新后续各行各业发

展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

发展基础优势。永新场镇建成区面

积达 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 2.5 万

人，有良好的城镇建设基础和生产生活

配套能力；有已经规划并正在积极推进

建设、作为全区工业重点发展区域之一

的升平工业园，目前已建成两个高速公

路出入口和园区主干道，为企业入驻打

下了坚实基础；有万亩生态梨园、超过

6000亩的优质花椒、1000余亩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的永新红梅等一批特色产业，

永新凤凰梨等农产品已经卖到全国各

地。

记者：“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永新的优势，永新镇在促进渝南中心城市建设中有哪些思路？

张光强：永新镇将按照“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的要求，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实施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特别是渝南中心

城市建设的总体部署，同时结合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渝黔（綦江）综合服务区建设的有关布局，实施“一区三镇”发展战略，即建设工业园区生活配套服

务区、全域旅游示范镇、山地农业特色镇、新兴工业集聚镇，为綦江建设渝南中心城市贡献永新力量。

抢抓渝黔合作机遇
永新迎全方位发展契机

从三个方面发力
推动发展战略落地落实

明确四个发展思路
为綦江发展贡献永新力量

永新的自然人文资源非常丰

富，旅游开发价值非常高，作为綦

江北部旅游环线的重要节点，被誉

为綦江北部旅游环线上的一颗明

珠。

永新镇是大古剑山旅游环线

的重要节点，位处綦江古剑山至江

津四面山旅游环线之中，可以很好

融入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规划的

“生态康养度假旅游大环线”建设

之中。目前，永新旅游基础最好、

发展最快、成效最明显的景区是梨

花山景区。永新在梨花山景区已

经连续举办15届梨花节，深受广大

游客赞誉。景区内梨树纵横数公

里，面积达1万5千余亩，梨花盛开

时，漫山遍野，犹如雪海。目前景

区内交通便捷，餐饮住宿方便，今

年又拓宽并油化道路、新增多个停

车场，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永新梨花节中植入了

大量文体趣味活动，并搭建乡村土

货购物平台，推介乡村美食，为游

客提供食、购、游、娱全方位服务。

以今年梨花节为例，石坪梨花山共

接待游客39.6万余人次，进入景区

车辆达7.4万余台次，过夜游客达

1.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320

万元。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镇，除了梨

花山旅游景区之外，永新镇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丰富，有渝南中学及李

世璋旧居、红岩烈士明昭故居、健

行社旧址、綦江共产党地下交通站

遗址及抗战遗址张家沟等；民族文

化旅游资源有石溪沟太平桥、池氏

王宜人纪功坊及回龙庄庄园、清溪

河沿岸僚人洞及男根生殖图腾等；

生态旅游资源有巴渝漓江清溪河、

清溪河天然太极神图、长田原始森

林，人文旅游资源永新羊马坪“十

景”等。这些景点和景观，采取各

种措施引进业主开发，努力为游客

提供区位上全域、空间上立体、内

容上多元、时令上四季的常态旅游

打卡地，力争成为渝黔生态康养度

假旅游大环线上的一个闪光节点。

思路一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镇，打造旅游产业新动能

永新镇特色农业发展优势明

显。特色经果方面，以永新凤凰

梨、红梅、沃柑等为主体，种植面

积达到2万余亩。特色种植方面，

古剑山茶、绿竹雷竹、优质花椒种

植面积达到 1 万亩。特色养殖方

面，不断扩大眼镜蛇养殖基地，年

养殖能力达 30 万条，常年存栏达

12万条，年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

解决贫困群众就业达 30 余人，中

蜂产业规模达到 5000 群，山羊养

殖规模达到 5000 只，生态鱼养殖

已初步建成三溪、木瓜等基地。

目前，永新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片

区一个主导产业的农业发展格

局。依托种植养殖有利条件，大

力培育了“永新凤凰梨”、“平摊沟

红梅”、“沐澜溪红提”、“永新花

椒”、“永新梨膏”、“八景粉条”等

10多个农业品牌。

下一步，永新镇将坚持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发

展基础，在提升品质、打造品牌、

形成特色、做大规模上下工夫，大

力提升农业经济。在三会片区，

按照农旅融合发展的思路，借助

离綦江及重庆主城近的区位优势

和有山有水的地理环境优势，打

造四季有果、生态垂钓的适度规

模种植养殖现代农业园区。在罗

家片区，大力发展梨茶鸡立体农

业，培优做大永新凤凰梨产业，逐

步开展梨树品种换种，提升梨子

品质，将永新凤凰梨品牌推向全

国。在新建、紫荆片区，继续大力

发展花椒产业，进一步扩大种植

规模，加强技术和管理投入，打造

永新花椒品牌。在利群片区，将

大力恢复发展红梅产业，把永新

红梅这个国家地理标志的经济效

益充分发挥出来。在永新、升平

片区，大力发展以家庭农场为主、

农旅融合的特色种植养殖业，为

推动乡村旅游夯实基础。同时，

我们将利用永新山多地广的特

点，大力发展养蜂产业，建成区域

性中华蜜蜂养殖大镇。

思路二 打造山地农业特色镇，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

在新兴工业镇建设方面，永新

镇认真做好规划制定和交通条件

改善等工作。一方面，配合完成

《綦江工业园区升平组团产业专题

研究与概念性总体规划》的制定及

有关规划修编等工作，为启动建设

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提前

布局争取并开通了三环高速梨花

山服务区出入口和三环高速北渡

出入口，建成了清溪河大桥和升平

大道，为升平工业园与綦江城区、

永新场镇以及进入高速路畅通人

流物流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永新镇将配合做好升

平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积极争取区

政府的支持，启动永新中小企业创

业园的规划建设，逐步承接企业入

驻。进一步畅通园区物流通道，配

合做好353国道北渡高速出口至永

新场镇段拓宽改造，推动升平工业

园区大道至永新场镇道路升级改

造，形成“多进多出”的交通物流网

络。大力抓好招商引资工作，着力

引进汽摩装备、智能装备、智能制

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型材

料等相关企业落地入驻。四是落

实好民营经济服务政策，为落地企

业做好全方位服务。

思路三 建设新兴工业集聚镇，书写工业产能新篇章

北渡工业园区正在加快发

展，升平工业园区也即将正式启

动建设。为了服务好园区，近年

来永新镇一直在努力。新修了占

地面积达 22710 平方米，可容纳

1500 名学生就读的永新小学；建

成了可容纳150名患者住院治疗，

设施一流的永新镇中心卫生院；

新修了设备先进、日水处理能力

达 5000 吨级自来水厂；新修了占

地近 2000 平方米的农贸市场；新

建了三级汽车站并开通了到綦江

城区的公交；设立了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引导和鼓励业主开设成

规模购物超市6个；场镇餐饮场所

发展到近100家，其中5家可同时

容纳1000人以上就餐。

其次，对场镇进行了综合整

治，拆除了乱搭乱建、取缔了乱摆

摊设点和车辆乱停乱放，规范了

场镇秩序，逐步开展场镇美化绿

化。这些基础设施的增设改善和

场镇秩序的规范，为后续北渡工

业园及升平工业园的就业人员日

常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为了满足未来工业园区庞大

人群的生活需要和入驻企业生产

配套，永新镇正在实施场镇道路

闭环工程，打通场镇断头路并形

成循环路，畅通政府、学校、医院

和商业街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出行；按“河畅、水清、坡绿、岸美”

的总体要求，综合整治场镇所在

的陈家河，打造集休闲养生、锻炼

健身、旅游观光功能为一体的陈

家河滨河景观大道；依托已经建

成的龙凤大道，集聚永新特色餐

饮，着力打造美食一条街；调整规

划，留足发展用地，为园区企业在

场镇建设办公楼打下基础；努力

盘活原永新齿轮厂等工业用地，

积极推进配套项目发展。

思路四 建好生活配套服务区，提升永新场镇吸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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