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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20巫山十大新闻事件
不经历寒冬， 哪有春光明

媚； 不经历风霜， 怎见傲骨梅
香。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如冰如霜，凝结
住春天的激情。但是，巫峡儿女
众志成城、 齐心协力战疫情的
精神，像春天的种子，在风霜后
从泥土中发芽、生长，开出绚丽
的花朵。

县委、县政府以人民为先
为重，民生至上的为民情怀，以
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带领全县
人民，在疫情防控阻击战、脱贫
攻坚收官之年，克难攻坚，砥砺
前行，全力谋发展，推动了全县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回望这一年，我们百感交
集。这是直面挑战、化危为机的
一年，这是星夜兼程、砥砺奋进
的一年，这是成绩斐然、硕果累
累的一年。细数这一年，巫山有
太多时刻值得记录与珍藏。 本
报梳理、盘点了巫山 2020 年度
十大新闻， 与大家一起回望过
去，展望未来。

巫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2020 年 12 月 14 日，巫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规划我县“十四五”及

2035 年远景目标发展蓝图，开启发展新征程。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今后五

年，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加快建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
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成为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发展做出示范，内陆开放高
地渝东门户辐射全国，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近悦远来，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治理效能达到更
高水平。 展望二○三五年，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取得重大成果，经济总量、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大幅跃升，美丽生
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实现有机统一，一个有形象、有特色、有气派的现代化新巫山将在三峡
库区绿色崛起。

县委十四届十次全会

▲

第十四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
叶节开幕

本届红叶节活动从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举行。红叶节期间，我县还举办了长
江三峡（巫山）国际越野赛、“红叶杯”中国拔河俱
乐部公开赛、第二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
旅游营销大会、 重庆五里坡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国
际研讨会、2020 第五届“红叶传情·山盟海誓”主

题活动、“品烤鱼·赏红叶” 文化旅游消费季活动、
“我爱红叶”抖音挑战赛、红叶婚纱秀等主题活动。

近年来，我县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理念，将红叶作为“生态宝贝”大力培育，打造旅游
产品。目前巫山红叶总面积已达 120 万亩，其中规
模面积达 12 万亩，品种多达 200 多个，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 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

巫山红叶

中宣部授予黄诗燕、毛相林“时代楷模”称号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

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脱贫攻坚一线
优秀党员干部代表黄诗燕、 毛相林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毛相林，现任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 他
43 年不改初心使命，坚守偏远山村，坚持苦干实
干，带领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悬崖峭壁上凿石
修道，历时 7 年铺就一条 8 公里的“绝壁天路”。

他培育“三色”经济，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移风易
俗，提振信心志气，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让乡亲们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过上了富裕文明
生活。 他艰苦卓绝、打通绝壁，带头引路、誓拔穷
根的平凡壮举，造福了广大村民，传遍了全国各
地，赢得了广泛赞誉，树立了脱贫攻坚一线党员
干部的光辉榜样，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
奖”“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典型人物

2020 年 2 月 2 日 我县 2 名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在县人民医院出院

2020 年 1 月 18 日，巫山县疾控中心接到
县人民医院 1 例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
2020 年 1 月 2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为重
庆市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

我县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后， 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向重庆市报告，并率先
在省际交通要道实施关口检查值守，成为重庆

首例疑似病例报告、 第一个关口检查的区县，
守住了重庆东大门，切断了输入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蔓延的途径。

2020 年 1 月 21 日，我县患者确认为重庆
市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

2020 年 2 月 2 日， 我县 2 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在县人民医院经过精
心治疗后出院。

至 2020 年 3 月 4 日，全县连续 23 日无新
增病例，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
“三个清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巫山已
连续 325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

抗击疫情

郑万高铁巫山段小三峡隧道复
工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给我县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考
验。但为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两
场“硬仗”，我县在落实好各项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 有序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稳住经济发展大局，千方百计打好疫
情防控“组合拳”，按下经济复苏“快
进键。

为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我县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措并
举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深入
贯彻落实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30 条和
新 10 条， 组织各主管部门主动对接
辖区拟复工民营企业， 开展实地走
访，了解企业在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
困难，着力开展人员核查及企业疫情
防控指导工作。 此外，进一步优化服
务窗口，优化市场监管、税收、社保、
交通管理等业务办理流程，改进服务
方式，调整业务办理时间，提高服务
效率，推出“网上办”“自助办”“电话
办”“延期办”“预约办”“急事特办”等
6 大服务，对疫情防控期间急需办理
的业务等实行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等。

复工复产

2020年 3月 30日 一季度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暨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
共 20 个，总投资 81 亿元。 开工
仪式设主会场一个，即两巫高速
大昌至巫溪段项目开工现场；设
郑万铁路巫山站广场及配套设
施项目、江东库岸综合整治二期
环湖路和巫山县中医院摩天岭
医院项目开工现场分会场三个。

此后， 我县分别于 6 月 29
日、9 月 28 日、12 月 13 日举行
了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
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共集
中开工重点项目 74 个， 总投资
144.8 亿元。

全年集中开工重点项目 94
个，总投资 225.8 亿元，为 2020
年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

《福水福山 多彩田园》启动“晒产业·晒特色”活动
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我县正式启动“晒产业·晒特色”大型

推介活动，24 个乡镇党委书记既当“导游”又当“导演”，展示乡镇
“颜值”“气质”，坚定产业发展格局；发现当地好山好水，促进农旅融
合发展；挖掘本地风俗人文，传承巫山人文精神。

在“双晒”6 个多月时间里，24 个乡镇完成了 72 件主打作品。
每个乡镇都推出了三大“法宝”：一个由“党委书记”亲自出镜“导
游”的“书记晒产业”宣传片，一个全面生动展示乡镇产业特色亮点
报纸专题报道，一个浓缩精编的“炫彩 60 秒”微视频。

“双晒”晒出乡镇好风景、好产业，“双晒”晒出了心系家乡的正
能量，“双晒”晒出了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愿景。 全县人民纷纷点赞，
点出了家乡情、赞出了自豪感。

巫山脆李开园上市
2020 年 6 月 30 日，重庆·巫山“巫山脆李 李行天下”

第四届巫山脆李采摘季暨开园仪式启幕。

2019 年“巫山脆李”品牌价值达 16.28 亿元，居全国
李品类第一，是“中国南方脆李第一品牌”，被评为“中华
名果”“全国优质李金奖”“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中国气
候好产品”和重庆市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目前，全县脆李种植规模达到 28 万亩，遍及 22 个乡
镇 220 个村， 惠及农民 5 万户 15 万余人， 带动贫困户
10130 户 3.43 万人脱贫致富。

活动期间，我县还举行了“信息化助力扶贫·我是家
乡卖货郎”书记直播助农活动，以“书记 + 村红”直播模
式，在脆李林间、江岸水畔推介巫山脆李及巫山各地区农
副产品，助力巫山脆李销售，帮助扶贫企业、扶贫项目，让
得天独厚的特色农产品， 搭乘电信 5G 网络“快车”，以
“直播带货”的方式，成为众多消费者餐桌上的宝贝。

巫山禁渔十年
2020 年 8 月 1 日， 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

2020 年 8 月 1 日 00:00 时起， 对全县天然水域实
施十年禁渔。 禁渔区域和禁渔期内，将禁止一切
捕捞行为及其他任何形式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
生态环境的作业活动。

此次禁渔区域包括长江干流巫山段，以及所
辖范围内的大溪河(巫山段)、大宁河(巫山段)、洋
溪河(巫山段)、马渡河、官渡河等 20 余条支流全
河段。 退捕上岸的 650 名渔民将实行转产就业、
社会保障等，从而使他们退得安心、退得放心，更
好地生活。

巫山高质量接受国家脱贫攻坚全面普查
脱贫攻坚以来， 全县 120 个贫困村、2.46 万户 8.9 万名贫困户

顺利脱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 年的 6935 元增长
到 2019 年的 11229 元，年均增速 10.6%。

尤其 2020 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我县围绕打好“三硬
仗”，全面化解疫情影响，坚持把“战疫”和“战贫”放在首位，制定了
《巫山县巩固脱贫成效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围绕特殊贫困群体和监
测户、边缘户等脱贫攻坚重点人群，全面提升攻坚态势，一体谋划，
统筹推进，全面巩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成效；在打好百日大
会战时期，按照全市统一安排，全面补齐短板弱项，提升脱贫质量，
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同时，打好“收官大决战”，以“不能停顿、不能
大意、不能放松”的攻坚状态，全面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面化解
疫情灾情影响、全面巩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全面整改各类
问题、全面提高数据质量、全面开展总结宣传，不断巩固拓展“百日
攻坚战”“百日大会战”成果，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乡镇双晒

脱贫攻坚

长江禁渔

巫山脆李 ▲

▲

▲
▲

▲

▲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卢先庆采写）
22002200 年年 66 月月 3300 日日，，巫巫山山脆脆李李正正式式上上市市销销售售。。

22002200 年年 22 月月 22 日日，，我我县县 22 名名新新冠冠肺肺炎炎确确诊诊患患者者在在县县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出出院院。。

�� 22002200 年年 22 月月 2266 日日，，国国家家重重点点项项目目郑郑万万高高铁铁巫巫山山段段
小小三三峡峡隧隧道道项项目目正正式式复复工工。。

22002200 年年 33 月月 3300 日日，，两两巫巫高高速速（（大大昌昌——巫巫溪溪段段））开开工工仪仪式式现现场场。。

县县委委十十四四届届十十次次全全会会召召开开。。

曲曲尺尺乡乡权权发发村村果果农农采采摘摘脆脆李李。。

巫巫山山红红叶叶美美景景。。
▲

禁禁渔渔开开始始，，拆拆除除渔渔船船。。 记记者者 王王忠忠虎虎 摄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