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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何要建主城都市区，在规划上又是
如何考虑的？

5月9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扈万泰接受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采访时表示，重庆主城都市区是全市发展条
件最好、环境承载力最高、竞争潜力最强的区
域，推动主城都市区重点发展意义重大。接下
来，该局将与各区县一道，齐心协力完善市区两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有助于进一步发挥
“中心城市”集聚带动效益

为何要建设重庆主城都市区？扈万泰介
绍，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会议，就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完善城市化战略进行部署，深刻揭示了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
式，增强中心城市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
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重庆主城都市区是全市发展条件最好、环
境承载力最高、竞争潜力最强的区域，推动主城
都市区重点发展意义重大。”扈万泰具体从三个
维度进行了解读。

从全局发展看，建设主城都市区，构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心城市，形成空间尺度上与
北京全域、上海全域等接近的中心城市形态，有
助于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

从区域协调看，“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符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
区域重点保护”要求，有利于更好发挥“一区”对

“两群”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
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从空间结构看，中心城区及外围若干专业
化节点城市联动，在100公里左右半径1小时
通勤圈内，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有助于进
一步发挥“中心城市”集聚带动效益，避免中心

城区“一市独大”，增强城市群综合竞争优势。

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
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主城都市区由中心城区9个区和主城新区
12个区组成，面积2.87万平方公里。

扈万泰介绍，中心城市发展规律一般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常呈现“点状圈层”连绵扩展
态势；

第二阶段，发展到一定规模，受基础设施等
因素影响，趋于“点轴带状”空间拓展；

第三阶段，中心城市规模和能级持续增长，
与周边地区逐步融合并向都市区转型，区域空
间呈现“多中心网络化”特征。

扈万泰说，当前，中心城区正处于迈向千万
人口规模超大城市初级阶段，是城市空间结构
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

从自然本底看，我市中心城区独具山水分
隔的山地城市特点，具备天然的“多中心、组团
式”空间条件。

主城新区各城市彼此相对独立，更适宜深
化“独立成市”，更宜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

从空间构想看，中心城区“强核提能级”，组
团式发展，不“摊大饼”；主城新区“扩容提品
质”，坚持独立成市，壮大支点城市，培育区域中
心，支持抱团发展，可共同构建“多中心、多层
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将完善市区
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建设重庆主城都市区，涉及市区两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

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
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持底
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镇、农业、
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
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立足本地
资源禀赋特点、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

扈万泰表示，这就要求新时代国土空间规
划必须科学精准无误，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旦确
定下来，不可随意更改。

接下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与各
区县一道，齐心协力完善市区两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在深化顶层设计，深化研究各自发展
目标定位，要表述精准，确保定位符合区县实际，
有利于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定位一经《规划》确
定，就矢志不移贯彻好。

坚持目标导向，把各区县空间谋划充分纳
入总规，把全市总规部署在各区县落实落细，做
好长远项目预研预控。

同时，深化研究各区县发展中存在的实际
问题，抓住当前评估优化调整各类控制线窗口
期，解决好一批项目落地难问题，努力把问题找
准找全，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陈翔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工作的通知》（中办发电〔2020〕5号）和《市委办公
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精神，在广
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开、公
正的推荐程序，经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筹委会办公室初审，以下人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初步人选，现公示如下：

1.潘建波，男，汉族，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处
处长，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2.旷陈，男，汉族，197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3.周亮，男，汉族，1981年11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重
庆市先进工作者。

4.霍仕平，男，汉族，1962 年 1 月生，九三学
社，大学本科，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五级职员，研
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5.周迎春，男，汉族，1972年12月出生，中共
党员，研究生，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校长.党委副书
记，正高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6.毛得宏，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院长，主任中医
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7.汪志，男，汉族，1971年12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殓运科科长，
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

8.吴娟，女，汉族，1976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个人所得
税处主任科员，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9.王导新，男，汉族，1964年5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重庆市政府“科
技进步二等奖”。

10.陈耀凯，男，汉族，1966年12月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主任医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感染科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1.李厚兵，男，汉族，1976年4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支队
长，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12.谢璐，女，汉族，1986年10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
局副科长，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13.柯世民，男，汉族，1969 年 10 月出生，群
众，大学本科，重庆市綦江实验中学教师，高级教
师，重庆市教育成果奖二等奖。

14.陈卉丽，女，汉族，1965年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
心主任，研究馆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5.杨发英，女，汉族，1978年4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
队三大队大队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刘琳，女，汉族，1978年10月出生，群众，
大学本科，潼南区塘坝初级中学校教师，一级教

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17.徐小松，男，汉族，1983年3月出生，群众，

大学本科，重庆市开州区大德镇大慈中心小学教
师，一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18.罗旦华，男，汉族，1981年10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秩序大队大队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庞启渊，男，汉族，1979年7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中共城口县委政策研究室（修齐
镇人民政府扶贫干部）工作人员，重庆市先进工作
者。

20.王小梅，女，汉族，1970年3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市丰都县实验中学校党总支
书记.校长，高级教师，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21.杨晓云，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市奉节县中医院党总支副书
记、副院长，主任护师，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22.刘红，男，汉族，1968 年 9 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工委委
员、副主任，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23.翁振杰，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民建
会员，研究生，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高级经济师，重庆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24.夏华，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政工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25.刘文露，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中共
党员，专科以下，重庆庆铃模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26.刘绍云，男，汉族，1962年1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27.张兴庆，男，汉族，1964年1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28.何朝刚，男，汉族，1962年5月出生，无党
派人士，大学本科，重庆市江津肛肠专业学校校
长，副主任中医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9.段伟，男，汉族，1976年5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高级工程师，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0.张杰，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重庆市劳动模范。

31.刘源，男，汉族，1971年7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维修电
工，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32.刘平，男，汉族，1969年6月出生，中共党
员，专科以下，重庆市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首席技
师，高级技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33.田毅，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火炮调试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34.王莉佳，女，汉族，1978年10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北供电分
公司空港变电运维班班长，助理工程师，重庆市劳

动模范。
35.刘永刚，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中共

党员，专科以下，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
席技师，重庆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36.姚宏，男，汉族，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
大学专科，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劳动模范。

37.伍洪章，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西车辆段货车检车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8.聂国祥，男，土家族，1982年9月出生，群
众，大学本科，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部部长兼安全技术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劳动模
范。

39.刘太钟，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科长，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0.郭鸿雁，男，汉族，1969年5月出生，群众，
大学专科，重庆力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

41.邓力，男，汉族，1963年10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技术研发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42.刘勇，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群众，专
科以下，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样件
工程师，机修钳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3.唐桂英，女，汉族，1978年7月出生，群众，
大学本科，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中
心副总监，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44.谢洋武，男，汉族，1981年8月出生，中共
党员，专科以下，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工
人，重庆市劳动模范。

45.程颖，男，汉族，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秀山供电公司
技术员，助理工程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46.陈开全，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群众，
专科以下，巫溪县环境卫生管理所环卫工人，重庆
市劳动模范。

47.刘波平，男，汉族，1969 年 12 月出生，群
众，专科以下，重庆市厨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两江
新区金开大道分公司技术总厨，高级技师，重庆市
劳动模范。

48.胡万琪，男，汉族，1986年9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
吊组司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9.郭平牯，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0.戴渝霞，女，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世纪新都党支部书记、经理，重庆市劳动模范。

51.陆远秀，女，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街道人和街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52.刘小强，男，汉族，1981年9月出生，群众，
研究生，重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基础研究所副所长、电控研究所副所长，重庆市
劳动模范。

53.陶永文，男，汉族，1968年3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金桥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劳动模范。

54.柯艺，女，汉族，1993 年 10 月出生，农工
党，大学本科，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导乘
员，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

55.程玉，女，汉族，1989年12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重庆鈊渝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经理，经济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56.邢胜福，男，苗族，1983年6月出生，群众，
专科以下，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生
产技术指导员，重庆市劳动模范。

57.杨云，男，汉族，1975年5月出生，中共党
员，专科以下，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班组
长，泥瓦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8.刘辅波，男，汉族，1973年7月生，中共党
员，大学专科，重庆市璧山区新星果蔬种植股份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重庆市劳动模范。

59.杨雪梅，女，汉族，1983年1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60.王祥生，男，土家族，1963年6月出生，中
共党员，专科以下，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支
部书记，重庆市脱贫攻坚创新奖。

61.何文忠，男，苗族，1972年2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彭水县诸佛乡庙池村党支部书
记，重庆市劳动模范。

62.李顺清，男，汉族，1962年7月出生，中共
党员，专科以下，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盐井村湾
长，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一等功。

63.姜国强，男，汉族，1986年1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市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作
社经理，重庆市劳动模范。

64.郭平，女，汉族，1973年8月出生，群众，大
学专科，重庆荣昌兴旺种猪场场长，全国农业劳动
模范。

65.蒋丽英，女，汉族，1977年11月出生，中共
党员，大学专科，重庆田中秧农产品股份合作社理
事长，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

66.胡辉淑，女，汉族，1977年4月出生，群众，
专科以下，忠县橘城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重庆
市劳动模范。

67.杨向华，男，土家族，1968年9月出生，中
共党员，大学专科，酉阳县电商协会会长，重庆市
劳动模范。

公示时限：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
15日，共5个工作日。

反映情况方式：以电话、传真和信函等形式向
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
准）。反映情况必须用实名，并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具体。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
厦13层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邮编：400015。

电话：63617535，传真：63617537。
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11日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扈万泰

上游新闻记者 任君 摄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扈万泰：

重庆市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初步人选公示

访谈

中心城市空间尺度与北京上海接近
有助于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