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
庄严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近年来，重庆着力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筑牢生态屏障、倡
导低碳生活，取得显著成效；“十
四五”时期，重庆将进一步切实抓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促进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挂图作战，打表推进。打造
“无废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重
庆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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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建设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

统筹川渝油气资
源开发，提速实施
千亿方天然气基
地建设

资料来源：市发展改革委 记者申晓佳整理

高铁项目：成渝中线、成达万、渝西、渝昆高铁

高速公路项目：南充至潼南、内江至大足、资中至铜梁（铜梁至安岳）、江津至泸
州北线（G93泸渝高速扩容）、泸州至永川、开江至梁平、广安过境高速公路东
环线及渝广高速支线、渝武高速扩能（重庆段）、重庆经叙永至筠连高速公路

共建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加快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
江航电枢纽工程、渠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工程、遂宁港大沙坝作业区一期工程、
长江干线朝天门至涪陵段航道整治工程、渠江风洞子航运工程、珞璜作业区改
扩建工程、忠县新生港建设工程、广元港张家坝作业区（一区）一期工程、万州
港区新田作业区二期工程、重庆港口岸扩大开放长寿港区等11个项目

制造业项目：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中国（普光）微玻纤新材料产业项目、
遂铜环氧乙烷产业合作园、遂潼天然气产业园、大竹川渝合作产业园、中兴能
源全球总部及光储智能微电网设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等

数字经济项目：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平台项目、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等

现代服务业项目：华蓥高兴站货场工程、成渝双城物流配送中心等

特色农业项目：10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西部（重庆）花卉苗木产业园等

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建成微系统集成加工与测
试、数模混合信号芯片及SOC系统、功率半导体、微波毫米波系统等4个平台

无线能量传输及环境影响科学工程：为微波无线能量传输重大理论突破及环
境效应科学实验数据积累提供大型基础研究平台

国家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建设科技创新、科技基础研发、关键技术
研发等平台

大数据智能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由重庆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主要围绕关
键技术建模等开展前沿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建设可持续利用的长江上游种质资源库、规模
化创制设施和生物育种科学中心

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和中国“气大庆”项目：总投资7000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450亿元

到2025年，累计完成投资2800亿元，实现天然气累计探明储量达8.23万亿立
方米、年产量约630亿立方米；到2035年，累计完成投资7000亿元，实现天然
气累计探明储量达12.65万亿立方米、年产量约900亿立方米

2021年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介绍（部分）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
生 谢轲）4月27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
消息称，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联合办公室2021年第1次主任调度
会议审议，2021年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
目有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016亿元。

这67个重大项目中，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项目有24个、总投资4917亿元、年
度投资267亿元。其中成渝中线高铁、
成达万高铁、南充至潼南高速公路等项
目以提升内联外通水平为导向，致力于
共建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提
升川渝毗邻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嘉陵江
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涪江干流梯级渠化
双江航电枢纽工程等11个项目则围绕
共建长江上游航运枢纽目标，将不断提
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

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有23个，总投资
2698亿元，年度投资180亿元。包括重
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中国（普光）微
玻纤新材料产业项目、大竹川渝合作产
业园等。这批项目聚焦构建高质量发展
的产业体系，突出川渝两地在产业上的
协同配合。

围绕共建西部科学城，川渝两地共

同推出科技创新项目5个。包括电子科
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项目、国家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
目等。这批项目紧扣川渝两地发展需
要，将为两地科技创新、人才储备、产业
聚集带来新的机遇。

在统筹川渝油气资源开发，提速实
施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建设方面，川渝两
地推出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和中国

“气大庆”项目，总投资7000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450亿元。

此外，还有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基础设施项目等毗邻地区平台基础设施
项目4个，五华山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
等文化旅游项目6个，铜遂人才公寓园
等公共服务项目4个。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是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开局之年，重大项目将
对规划落地发挥支撑作用。本次川渝联
合推出的67个重大项目，项目数量、总
投资、年度计划投资分别是2020年的
2.2倍、2.8倍和2.6倍，规模再上台阶。

同时，项目结构更加优化。67个重
大项目中，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投资
分别占总投资的77.2%和17.2%。基础
设施项目作为合作重点，共29个、总投
资达到12099亿元。产业项目明显增
多，项目数量达到 23个、总投资达到
2698亿元。

此外，67个重大项目聚焦“合作共
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和一体化发
展理念，突出“同心合力办好合作的事
情”。

今年川渝将合作共建67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1.57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月27日，
市经信委发布消息称，工信部日前发文
批复支持重庆市和四川省建设成渝地区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渝地
区成为继长三角之后，我国第二个跨省
级行政区域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

围绕上述示范区建设，重庆市8大产
业集群和四川省16个重点产业领域将展
开深度合作，重点推进区域、产业、企业、
要素资源四个方面协同，通过建设网络、
平台、安全、产业、应用、生态六大体系，
开展公共服务平台共建、工业软件攻关、

产融对接等19项任务，尽快形成经验并
赋能成渝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去年5月，川渝两地经信部门就已
签署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战略合作协议。”市经信委人士表
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协
同发展，两地正携手完善工业互联网项

目建设，通过发挥各自政策、产业、资源
等优势，以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
共用，平台资源合作互补，安全监管信息
共享等为重点，推动两地产业、科技、人
才、数据、生产要素等资源汇聚。

按照示范区建设方案，到2022年
底，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服务

网络基本形成，将新建20个二级节点，
培育20个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上云”企业累计达35万
户，推动建设500个涉及智能化制造、网
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
项目，两地工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企业达
1000家以上。

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获批
重庆市8大产业集群和四川省16个重点产业领域将展开深度合作，推进四个方面

协同，建设六大体系，开展19项任务，尽快形成经验并赋能成渝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4月27
日，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第三
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垫江县召开。会
上，被纳入明月山发展范畴的川渝两
地7个区县首次以事项化、清单化的
形式联合发布了《明月山绿色发展机
会清单》，共梳理85项发展需求，预计
总投资约2484亿元。

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是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
要举措，也是川渝毗邻地区区域合作
功能平台中唯一呈带状分布、以绿色
发展为主题的功能平台。示范带包
括重庆市长寿区、梁平区、垫江县，以
及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达州市达川
区、大竹县、开江县等7个区县内的明
月山两翼及毗邻的平坝区域，总面积
约7000平方公里。

本次发布的《明月山绿色发展
机会清单》是联席会首次从政府视
角，面向社会发布的各区县供需信
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打
造。“在事项清单中，我们明确了牵
头区县、区县联系领导和责任单位
等，使招商引资更精准、有效。”联席
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公布的清
单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发
展、协同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公共服务提升、康养文化旅游、大数
据平台建设等方面。

其中，明月山旅游开发是产业
发展的重点，7个区县将聚焦明月山
生态资源，着力打造五华山康养休
闲旅游度假区、邻水县千岛洪湖旅
游休闲度假区—让水湖湿地公园、
开江县稻田+乡村嘉年华国家4A级
旅游景区等，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的价值转化。此外，各方还将
致力于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成
果转化，例如垫江将依托其打造的
全域性普惠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助
力大数据平台建设，为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添
彩。

当天联席会还审议了《共建明
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2021 年度工
作要点》，接下来，7个区县将共办明
月山乡村振兴论坛、明月山小龙虾
美食文化节、明月山蓝莓采摘节、明
月山商会联会活动、明月山传统文
化艺术展演、明月山臻品博览会等
重大节庆活动，并以此为载体，推动
7区县常态化互动交流、一体化对外
开放，进一步扩大明月山绿色发展
示范带的共建实效性和区域影响
力。

川渝七区县联合发布
明月山绿色发展机会清单

共梳理85项发展需求，预计总投资约248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 27
日，“四面山水·人文江津”——江津
文旅四川推介会在成都市举行，邀
川籍游客“看非遗、走亲戚、游江
津”。

当天，四川省文化旅游厅和眉山、
内江、泸州、郫都等市（区）相关单位，
以及四川多家旅行社、文旅企业、自驾
游团队等参加了推介会。

推介会上，江津区以“耍不够的
江津”为主题，重点推介了“东西南北
中”五条旅游精品线路，涵盖四面山、
中山古镇、聂荣臻故里等精品文旅资

源。
值得一提的是，江津区现场启

动了“看非遗、走亲戚、游江津”主题
活动，将启用 800 万元文旅高质量
发展资金，对旅行团、过夜游、自驾
游等团队游设立专项补助，让四川
游客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旅游实惠。
同时，江津向四川游客推出文旅盲
盒1万份，盲盒共分 9元、39元、99
元三款，内有景区门票、特色美食
券、住宿券等超值文旅大礼包。此
外，四面山景区还向四川籍游客赠
送门票10万张。

江津赴蓉派发“旅游礼包”
邀川籍游客“看非遗、走亲戚、游江津”

□齐飞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件
立足现在、着眼未来的大事，关乎我国
高质量发展全局。

4月26日，重庆市委常委会会议提
出，要切实抓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期。重庆提出：要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今年启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在产业
结构调整、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等方面持续发力。

优化产业布局

何谓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即
到了某个时点，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
长，达到峰值；碳中和，则指通过植树造
林、节能减排等途径，抵消生产生活中
的碳排放量，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重庆目前
年能源消费约8900万吨标准煤，其中
80%以上为有碳排放的化石能源，重点项
目大体要新增能耗1600万吨标准煤。在

碳达峰、碳中和这项国家级的重大任务面
前，重庆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绿色低碳
产业体系，尤其在重点行业领域大力推
进减污降碳行动，是控制碳排放的关
键。今年1月，重庆在全国率先发布《重
庆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碳
排放评价（试行）》《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指南——碳排放评价（试
行）》，为促进重点行业及园区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引导相关企业履行碳减排义
务和建立碳管理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统筹工业、
建筑、交通等行业绿色低碳导向，强化节
能减排降碳约束性指标统筹管理。截至
2020年6月，重庆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示范项目1295万平方米，改造面
积在全国位居前列。据测算，重庆已完
成的示范项目整体节能率达到22%以
上，每年可节电2.0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

21万吨，节约能源费用1.7亿元。
加快绿色低碳生态产业发展，建设

绿色制造体系，大力推广循环经济，发
展生态环保产业。“十三五”时期，在耐
德工业、三峡环保（集团）、环卫集团等
龙头企业带动下，重庆绿色产业发展取
得成效，千余家环保产业企业合计营收
从2015年的约 500亿元上升到1000
亿元以上，年均增速近20%。

加快能源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新能
源，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做好“一
减”“一增”。“一减”，即减少煤炭等化石
能源消费。“十三五”时期，重庆煤炭消费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持续下降，天然气
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步提升。

“一增”，即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系
统。比如风能，目前重庆的风电产业链
年产值达500亿元。另外，今年4月，重
庆首批三座加氢站同步开工建设，计划
到2022年，重庆建成20座加氢站。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数据显
示，2020 年，重庆万元 GDP 能耗较
2015年下降15%以上，保持逐年下降3
个百分点的良好态势。

下一步，重庆将加快推动“川渝电
网一体化”，增加500万-800万千瓦四
川清洁电力送渝；规划西北第二回输电
通道引入更多清洁电力；加大市内天然
气、页岩气开发供应；推动“以气代煤”

“以电代煤”和“以电代油”等。

筑牢生态屏障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庆
不断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
任”，积极通过森林、草地、江河等提升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深入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目前，重
庆基本完成国家山水林田湖草工程试
点和缙云山、水磨溪等自然保护区保护
修复工作，全面完成长江干流及主要支

流10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修复，
启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全面
完成1700万亩国土绿化提升任务，森
林覆盖率达到52.5%。广阳岛入选“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长江风景眼、重庆
生态岛”雏形已现。全市建成绿色园区
10个、绿色工厂115个、绿色矿山170
个，发行绿色债券264.5亿元。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近年来，河长制、林长制、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等重点改革在重庆取得
突破，并持续探索碳排放权交易、气候
投融资、碳排放达峰等机制创新，“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
试点等积极推进。

让青山变金山，让林地变宝地。2019
年7月，《重庆市“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试点工作方案》出台，先以林业碳汇为
载体，打通资源到资产的变现路径。

下一步，重庆还将进一步深化跨省
市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交易合作，探
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
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统筹谋划区域
监测网络，建立污染预警协商、联动处
置等机制等。

倡导低碳生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
程，离不开邻近地区及全社会协同行动。

2019年4月，重庆（主城区）入围全
国11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2019年9
月，《重庆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通过国家有关部委评审；2020年11
月，重庆、四川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无废城市”共建合作协议》……截至
目前，重庆实现原生生活垃圾近零填
埋、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100%、城镇
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近100%。

建设“无废城市”，需要每一个人脚
踏实地的行动。重庆推出系列扎实举
措，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让绿
色低碳生活成为新时尚。

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2020
年，重庆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46个重
点城市中排名前列，居西部第一。今年
3月，《2021年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要点》出台，新增了家庭厨余垃圾有
效分出比例达到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不
含可回收物）15%以上的目标；同时，今
年重庆将通过鼓励和引导实体销售、快
递、外卖等企业严格落实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的有关规定，推动垃圾源头减量。

加大力度推行“限塑令”。2020年9
月，重庆出台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全市一次
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
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
例大幅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塑料减量和绿色消费物流模式。

实施“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为
了更好地解决水资源取用耗排存在污
染、低效、浪费、短缺、过度利用等问题，
2020年3月，重庆宣布实施“最严”水资
源管理制度，全面贯彻长江保护法。当
年5月，《重庆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发
布，提出到2022年全市初步建立节水
型生产和生活方式，30%以上区县达到
节水型社会标准;到2035年，水资源节
约和循环利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全市
用水总量控制在105.58亿立方米以内。

加强区域协同，共建“无废”经济
圈。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
市”共建合作协议》，“无废城市”试点由
重庆中心城区拓展到重庆全市域以及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议》明确，到
2022年底，川渝两地将实现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
实际需求基本匹配。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重庆
将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本领，分类施
策、因地制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新范例。每一个重庆人，也应积极行
动起来，为打赢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
仗贡献自己的力量。

“碳”风口来临，重庆将打造成什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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