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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大渡口区获
悉，市级重点公共设施项目——大渡口
区钓鱼嘴半岛片区长江音乐厅，将于今
年开始动工，计划在2022年奏响第一
场音乐会。

近年来，大渡口区在音乐文化产业
中积极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谋求产业
转型新动力，昔日老工业区逐步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奏响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乐章。

2019年，市政府审议通过了长江
文化艺术湾区整体概念性策划方案纲
要。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的整
体规划分为老重钢片区、中交茄子溪港
片区、钓鱼嘴半岛片区三大部分。

其中，钓鱼嘴半岛片区将重点建设
都市中心城区南部“人文之城”的“音乐
半岛”，以“音乐+文创、文旅、科技”为
主要功能，沿半岛环路形成环绕式产业
布局，打造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按照规划，钓鱼嘴半岛将布局“一
厅一院一馆一场一营一台”6处重大文
化艺术设施，用地总面积26.96公顷，
总建筑面积18.31万平方米。成为展
现重庆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文化新地
标。

目前，长江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
概念性建筑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圆满
落下帷幕，按照计划建设时序，长江音
乐厅将于今年开始正式动工。

据介绍，围绕产业定位，大渡口区

将大力推进音乐产业基地建设，引进一
批音乐企业和音乐创作机构，创新发展

“音乐+”产业，形成集音乐创作、教育、
演艺、版权交易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产
业集群。目前，重庆市原创音乐版权孵
化基地、快手（重庆）创新中心、摩登天
空等项目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业余）音
乐考级重庆市考区考点已落地。

同时，为提升音乐半岛的影响力，
打造音乐品牌，大渡口区将建设涵盖乐
器、音频设备、音乐出版物等西部最大
的音乐用品市场，设立中国音乐家协
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分支机构，
推动音乐半岛特色产业园区辐射成渝、
影响全国。

交通方面，长江文化艺术湾区规划

布局的5条轨道交通线路已建成1条。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的北向通
道（大滨路与九滨路连接道、大滨路二
期、嘉南连接道、南北干道）、白居寺长
江大桥、轨道十八号线、成渝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等52个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
钓鱼嘴半岛内部路网有望2021年全面
建成。 （通讯员 冯勇）

长江音乐厅明年奏响首场音乐会
大渡口钓鱼嘴半岛片区打造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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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嘴半岛效果图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记者 彭瑜

2020年，渝北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009.52亿元，成为重庆市第一个突破
2000亿元的区县。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消费拉动服务业、创新驱动成为渝北区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渝
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科技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渝北区R&D（研究与试验
发展）支出达到75.46亿元，占GDP比
重增至4.08%；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实
现3966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23.56件。“渝北在全市科技竞争
力排行中连续四年第一。”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深入渝北区，
探访2000亿元GDP背后的创新故事。

推出“创新52条”

2016年，渝北区提出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生态
圈。

“一头是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一
头是科技创新资源的匮乏。”渝北区科技
局局长王文武坦言，渝北区缺乏国家大
院大所、高水平科研机构、社会化技术服
务不足。他说，“科技局就是要提供科技
创新的阳光、温度、空气、土壤等。”

2017年，历经70多次修改，渝北
区出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建设创新生态圈的若干政策》，推出

“创新52条”，每年整合不低于3亿元
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进行奖励支持。

这52条，详细列出了对培育创新
主体、建设创新人才队伍、发展科技创
新平台、建立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实施
品牌标准专利战略、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优化创新环境的奖励或补贴内容。
比如科技型企业审核入库一次性奖

3万元，获认定独角兽企业一次性奖100
万元，对首批每家新型高端研发机构集
中配置1000万元建设资金，新认定的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奖励400万元，新认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50万元等。

2017年，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
限公司入驻重庆临空智能智造产业
园。为研发高端摄像头模组，公司先后
投入千万余元建设国内一流的企业级
光学测研中心。

3 年时间，该公司营业收入从
1300万元增加到16亿元。公司副总
晏政波称，“产能扩张、增速强劲，就得
益于渝北的创新‘土壤’。”

培育三大创新主体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渝北
区重点科技企业——再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改造生产
线，生产出N95医用防护口罩，填补了
重庆的空白。

“再升科技取得如此成绩，新型研
发机构功不可没。”渝北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渝北探索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分
离、新建研发机构、传统科研机构改制、
企业并购等多重路径，引育研发机构，
探索运用产学研模式、市场化机制汇聚
高端创新资源，为全社会提供技术服
务。“实现传统研发机构从成本中心向
利润中心的转变。”

为此，渝北成功引进华大基因、科
大讯飞、中科创达等研发实力较强企
业，落户设立高端研发机构。鼓励企业
主导产学研合作，建设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市级以上科技创新
基地。

现在，重庆纤维研究设计院成为
“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领域科研领
头羊；重庆金山医疗技术研究院在整合

行业全球资源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重庆
元韩汽车技术设计研究院成功与韩国
KOLAO集团实现国际协同创新。

与此同时，渝北区还实施“临空创
新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等引才计划，
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库”，聘请知名专家
学者、成功企业家139名，为渝北创客
和科技型企业进行创业辅导、解决关键
技术难题。依托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协
同创新研究院，联合ARM、微软等知
名企业，打造仙桃大数据与物联网创新
学院，重点培养大数据产业所需的应用
型人才。

“研发机构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引
来人才的快速聚集。”据统计，渝北区研
发机构法人化试点单位达到32家，新
建新型研发机构32家，认定为重庆市
新型研发机构20家、重庆市新型高端
研发机构12家，均居全市第一。国家
级科技创新基地增至10个，市级科技
创新基地增至219个。辖区企业先后
与中科院、香港理工大学等知名科研机
构建立合作关系，吸引中国工程院俞建
勇院士等知名专家团队和30余名高水
平研发人才。“研发机构、科研人才、科
技企业等三大创新主体，开始在渝北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培育科技企业，渝北还紧盯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产业开展招
商，做大增量，陆续引进中光电、OP-
PO、中软国际等知名科技企业；另一方
面鼓励传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为
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成长性
企业。

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科技型企业
290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690
家。

科技金融解资本之“渴”

2015年，洞见信息公司（下称洞见
公司）成立，但一度因为资金问题陷入

困境。
“科信贷帮了大忙。”洞见公司负责

人介绍，“科信贷”400万元信用贷款解
了难。现在，公司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去年6月，公司‘基于AI的大数
据网络靶场云平台’新基建项目还进入
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储备库。”

“科技型企业普遍为轻资产企业，
因缺抵押物贷款难。”王文武称，渝北区
推进科技财政资金“拨改投、拨改贷、拨
改保”改革，成立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争取市财政资金4.68亿元、引进社会
资本21.16亿元，与市科技金融集团共
同组建科技“种子、天使、风险”投资基
金27.73亿元。“探索为科技企业提供
全方位金融支持。”

2017年，市科技局与渝北区政府
按4:6出资比例，共同设立3亿元科技
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简称“科信
贷”）担保基金，统一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担保抵押，解决科技型企业担保难题和
银行的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科信贷”通过农商行、
重庆银行、工行、农行4家合作银行累
计为225家科技型企业提供无抵押信
用贷款4.02亿元，据实报销了193.5万
元企业担保服务费，没有发生一笔呆
账。

2020年，渝北区科技种子基金累
计为34家企业发放无息信用贷款达
1179万元，天使、风险基金对丹霞生
物、康云健等50家企业开展股权投资
22.47亿元，推动四通机械、如泰科技等
58家科技型企业在重庆OTC科创板
挂牌。

科技创新，促进了产业的转型，驱
动了产品的升级。如今，渝北全区智能
制造发展指数达到62.2，位列重庆市都
市核心区第一，装备数控化率达到
76.4%，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78.33%。

渝北：2000亿元GDP背后的创新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夏元）3 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区获悉，重庆
市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联盟
（下称“联盟”）日前在该区揭牌成立，
联盟由46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
同成立。

据介绍，联盟将致力于建成为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平台、工业和信
息化领域跨界融合平台、国内外工业互
联网有效对接平台，通过开展政策支
撑、资讯共享、技术研讨交流等，推动我

市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产
业布局、标准制定、评估认证和人才培
养等创新发展。

其中，今年联盟将重点开展技术
及产业发展研讨、产品服务推介等，
加强与四川相关机构深度合作，推动
川渝两地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展开合作，以此参与并推动两地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先试
先行。

重庆市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产业发展联盟成立

新华社重庆 3 月 16 日电 （记
者 周文冲 王晓曈）记者从重庆旅
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1年度
黄金邮轮“经典三峡游”航线16日正
式启航。

水路游是三峡旅游的主要方式之
一，游客既可在邮轮上欣赏“两岸猿声
啼不住”的三峡景致，也可下船登岸参
观沿途精品景区。

“经典三峡游”航线以重庆至宜昌
（4天3夜）、宜昌至重庆（5天4夜）两条
航线为主，由黄金2、3、6、7、8号邮轮运
行，途经白帝城、小三峡、神农溪、三峡

人家、三峡大坝等三峡沿线国家4A
级、5A级旅游景区。

今年3月至5月期间，黄金邮轮将
开展“黄金春游季·醉美在三峡”启航季

主题活动，在每个航次上举行三峡风筝
文化节。游客可制作专属特色风筝，在
阳光甲板上参加放风筝比赛，在“诗画
三峡”中感受三峡初春魅力。

“经典三峡游”航线正式启航

重庆高新区建成市级以上
企业研发机构132个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多举措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助力企业在技术创新中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132个，去年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投入超16亿元。图为2021年3月5日，在位于重庆高新区的重庆禾裕田精密
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自主研发的笔电外壳自动组装线作业。长期以来，
该公司以产值的4%持续投入研发，其占地约50亩的二期电子产品智能加工中心
也将在年内投用。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3月16
日，中心城区迎来局部短时强降雨，
最大雨量达到 53.3 毫米。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经现
场巡查，去年汛期严重积水的两江幸
福广场、望海花市、紫御江山等易涝
点无积水现象，工程改造效果得到初
步检验，交出了首场强降雨过关的答
卷。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强降
雨，各区排水主管部门多措并举，提前
部署，以实战练兵，有力保障了中心城
区排水安全。

以江北区为例，该区通过辖区排水
防涝智慧平台的积水监测视频，实时研
判积水风险，及时沟通一线值守工人调
度抢险，确保城区道路通畅。

不仅如此，江北区还积极推进暴雨
积水点整治工作。比如望海花市积水
点整治项目，既采取了顶管工艺修复坍
塌管网，还预埋了备用雨水管网确保排

水顺畅。此外，该项目还购置了大功率
排水抢险车和水泵保障应急设备，有力
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中心城区的排水工作将紧紧
围绕“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的工
作目标，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管理平台
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
切实抓好区域流域排水防涝应急调
度，重点开展易涝点隐患排查、制定整
改和应急预案、推进易涝点综合整治、
构建内涝防治体系和提升监测预警能
力等5项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并将加强对重要区域和易涝
点的防范预警，坚持按月打表推进整
改。

截至3月16日，中心城区已完成
32处重点易涝点工程整治，江北区壹
江城转盘、南岸区南滨路融侨公园段等
22个易积水点整治正在加快推进，力
争汛前全面完成54个易涝点整治。

今年汛期前将完成54个易涝点整治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3月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
悉，为改善农地机械化生产能力，提高
农业效益，我市正大力推动农田宜机化
改造，在适宜区域将“巴掌田”改为“整
片田”，力争到2025年全市宜机化农田
面积达到1000万亩。

重庆山地丘陵占比九成多，近年
来，我市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试验、试
点和推广工作。其中，潼南、渝北、永
川、江津、长寿、涪陵等区县集中开展整
村整乡连片改造，建成了一批万亩级

“宜机化+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农业生产示范基地。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推动的农田宜机化改造，是因地制宜
对地块实施的“小并大”“短变长”“弯变
直”和互联互通等改造，使一个个项目
区地成片、路相连、渠相通，改变了过去
土地高低不平、零碎分散格局，大幅改
善了农业机械耕作条件，也弥补了我市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以及水利基础设施
不配套的两大突出短板。

在重庆垫江县长龙镇长久村，

3000多亩农作物长势喜人。实施宜机
化改造后，这些土地打破了原有地块边
界，按11米一垄的宽度排列成整齐地
块。记者看到，这些标准地块每一垄的
长度平均都在80米以上，同时设有编
号和平整的作业机耕道，方便拖拉机、
无人机作业。

“宜机化改造方便大中型农机下地
作业，同时单位作业面积也可大幅提
高。”长久村集体经济联合社负责人刘
本权介绍，改造后犁地效率大幅提高，
成本也从亩均140元降至70元。项目
实施区域平均增加10%左右的有效耕
地面积。

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称，接下来，
我市将重点按照千亩级以上规模进行
规划，具备条件的地方按照万亩级、十
万亩级规模，整村整乡和区域连片实
施，确保改一块成一块，改一片成一
片。同时，我市还将把宜机化改造同高
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把宜机化作为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首要验收标准，推
动农田宜机化改造连点成线、线交成
面、扩面成片。

2025年宜机化农田力争达到10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