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示范市

6月25日，优利德（四川）新材料
产业园项目在国家级广安经开区正式
开工。该项目由韩国优利德集团投资
12亿元，计划2022年10月投产，预计
年产值超8亿元。

当前，广安市构建了新的化工企
业准入机制，严把“安全关”和“环境
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正吸引江苏、
浙江等地优质化工企业向广安聚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一个年产值
500亿元的优质能源化工产业集群正
在崛起。

招大引强 科学用好安全容
量和环境容量两项核心指标

优利德是韩国化工产业龙头企
业，2002年进入中国、布局江苏。10
多年来，优利德在江苏镇江、泰兴的工
厂都成为当地生产、环保、安全的“明
星企业”。

随着产业布局西南市场的需要，韩
国优利德株式会社社长郑义承等多次
到中国西部考察，最后锁定四川广安，
决定将投资项目落户广安经开区。“广

安经开区优质化工企业多，产业链条完
整，配套设施完善，企业之间还可能成
为彼此的客户。”郑义承说。

广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杨世章介
绍，能源化工是四川“5+1”现代产业体
系支柱之一，也是广安经开区“231”现
代工业产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支柱产
业之一。近年来，广安经开区聚焦能源
化工领域，面向全球，努力招大引强、优
中选优、延链补链强链，力争到2025
年，能源化工产业产值达到500亿元。

广安发展能源化工产业，始终坚
守绿色安全环保的底线，科学用好安
全容量和环境容量两项核心指标，把
安全容量预留给投资规模大、实际产
值高、技术标准严的企业，把环境容量
预留给市场效益好、税收缴纳高、带动
就业多的企业，让广安能源化工产业
发展实现质量和效益最大化。

据了解，目前，广安经开区新桥园
区已建成产业基地10平方公里，拥有

在册企业60户，初步形成以韩国优利
德为代表的基础化工产业集群，以利
尔化学为代表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以沃肯、吉兴化纤为代表的化工新材
料产业集群，以摩珈为代表的生物化
工产业集群。诚信化工、玖源化工、利
尔化学、摩珈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已
经成为广安“3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的支撑企业。

优化服务 为企业实现良性
发展当好“店小二”

近日，广安诚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进出口项目办工作人员高敏来到广安
海关，通过互联网系统对该公司的化工
产品进行报检，全程不到10分钟。“以

前在外地报关，需要提前几天预约，现
在在‘家门口’报关，省时省力又省心！”
他说。

能源化工产业在国际经济“大循环”
中占据重要位置，如何帮助企业便捷融
入国际市场，广安一直在努力。去年12
月18日开关的广安海关，点燃了助力广
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
1-5月，广安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1.36
亿元，增长103.9%。其中，能源化工产
业是外贸进出口的“主力军”。

此外，“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这块牌子也为广安经开区发展赋予了
新的动能。广安利尔化学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罗荣臻表示，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这块招牌对于企业很有意义，
比如在出口检验检疫、报关通关时可
以享受部分“绿灯政策”。

在物流运输方面，广安港的千吨级
货轮可以载着“广安造”通江达海。目
前，广安港除了具备货运功能外，还建设

了2万平方米的仓储中心和川东北地区
首个公用型保税仓。在港口可实现日常
跨境商品贸易、化工等大宗商品贸易。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来栖。“以前
是企业找上门，现在是区级领导、部门
负责人到工地来。”浙江吉兴化纤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生洪明显感受到，区级
领导、部门围绕项目转、盯住项目干的
意识逐渐增强，大家愿意天天跑工地、
进企业解难题。吉兴化纤广安项目在
各级的推动下，极有可能提前投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安经开
区把自身放到更高的坐标系上去审
视。杨世章表示，广安经开区将抢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努力
练好“内功”，搭建好平台，主动“走出
去”，积极“引进来”，以开放的视野、开
放的思维、开放的举措、务实的作风，
为企业落户广安经开区实现良性发展
当好“店小二”。 文/图 王林 周琪钧

年产值500亿元！广安构建川渝能源化工产业集群

广安经开区新桥化工园区一角广安经开区新桥化工园区一角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6分区01/02（A）地块、南平镇中心镇区组团B22分区04/01
地块等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12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
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
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7月2日12时00分至2021年7月21日

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nan-
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7月21日12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间）。地
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1
年7月21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卖

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人
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2021年7
月22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
式出让为2021年7月22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

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6月30日

编号

NC202
1让7-
3-1

NC202
1让7-
5-1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南平
组团A6分区
01/02（A）地块

南平镇中心镇
区组团B22分
区04/01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242337㎡
（约363.51

亩）

1256㎡
（约1.88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金属制品业，其固定投资强度≥52万元/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
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上限按1.5控制。工
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
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
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18号执行。

容积率不得大于1.1,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
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07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工业
用地

U13（供燃
气用地）

出让年
限（年）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327

85

起始价
（万元）

2327

85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采废[2021](梁平)0001号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以下采矿许可证
已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重庆市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7月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矿山名称

梁平县金砖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吉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鑫发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仁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传丰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白洋建材有限公司

梁平县宝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282009117120
042087

C5002282009117120
042090

C5002282009077130
027248

C5002282009077130
027040

C5002282009097120
034959

C5002282009097120
035991

C5002282009117130
041380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5年9月19日-2016
年9月19日

2013年6月1日-2016年
6月1日

2011年11月9日-2013
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9日-2016
年12月9日

2014年12月19日-2016
年12月19日

2012年9月30日-2015
年9月30日

2014年4月30日-2017
年4月30日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牟峻仪
机构编码：00001550023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西路123号三江

六景1号楼2层右边（靠碧水云天）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圣泉街

688号2幢2-11-2
成立日期：2011年02月14日
邮政编码：404700 联系电话：5769649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
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

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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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让重庆颜值更高气质更佳让重庆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6月26日14时30分左右，伴随着阵阵锣
鼓声和市民的欢呼声，166舰顺利抵达重庆市
九龙坡区建设码头。

166舰是我国自行研制的051型第二代
导弹驱逐舰，1991年11月21日完工交付南
海舰队服役。166舰退役后，被赠予重庆建川
博物馆，由湛江拖运至重庆。如今，166舰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面向市民开放。

把历史文物融入滨江空间，是重庆的一
项创举。根据2018年出台的《重庆市城市提
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重庆应提升
城市人文品质，丰富“两江四岸”公共空间，包
括166舰、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特钢厂两江
码头等在内的滨江公共空间已成为连接城市
腹地的文旅景点，让时尚与历史文化有机交
融。

两年多来，按照《计划》，重庆整理出9大
板块、21个重点专项任务。随着一个个任务
落地落实落细，山城重庆近悦远来，颜值更高
气质更佳。

保留城市记忆 延续历史文脉

让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城市更新过程中，重庆一直坚守的一
种情怀——保留城市记忆，延续历史文脉。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背靠长江，与朝天
门码头隔江相望，去年12月对外开放后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想不到长江边上还有这样的纪念馆，青
砖青瓦的建筑好看，通过建筑里的文物还能
一睹那段厚重的历史，滋润心灵。”博物馆爱
好者林玥表示。

提升城市人文品质，传承巴渝优秀文化，
也是《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近年来，我市开工实施巫山龙骨坡遗址
保护等30个项目，有序推进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保护提升、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文化
风貌片区保护提升等项目，广阳岛抗战遗址
修缮及弹子石、合川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保
护修缮等工程，以及安达森洋行旧址故宫文
化项目等一批工程陆续完工……成为市民感
受文脉、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两江四岸”要建国际一流滨水岸线

两江四岸，是大自然对重庆最好的馈
赠。《计划》指出，要按照国际一流滨水岸线标
准，通过优化“两江四岸”城市功能、修复“两
江四岸”生态系统、丰富“两江四岸”公共空
间、提升“两江四岸”滨江颜值、着力展现最美

“桥都”风采，系统开展“两江四岸”整治提升。
为此，重庆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近百家

知名设计机构及联合体应征。截至今年一季
度，“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节点项目中，珊

瑚公园片区、江北嘴江滩公园、磁器口滨江段
等8个项目已动工建设，九龙外滩广场一期工
程已向市民开放。

来到正在建设的江北嘴江滩公园，长达6
公里的岸线南北延伸，记者的视野也豁然开
朗。嘉陵江穿城而过，黄花园大桥、千厮门大
桥飞架南北……

过江大桥也是“两江四岸”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我市把城市大桥及其景观艺术设计摆
在首要突出位置，分门别类加强对大桥造型、
色彩等的景观艺术效果管控，与城市山水环
境整体协调；同时加强跨江大桥与滨江路车
行及步行道联系，让市民无论驾车或是步行，
都可以顺利到达。

“山城步道”串起历史资源

这是一条展现重庆百年党史的步道，串联
起大礼堂、文化宫、体育场等重要建筑，沿线分
布周公馆、跳伞塔、潘文华公馆等大批文保单位。

每到周末，不少市民纷纷来西南大区步
道“打卡”。走在其间，置身于众多历史遗址
和文物建筑中，市民仿佛与历史对话，百年党
史中的许多鲜活画面不禁浮现在眼前。

西南大区步道整体提升也是《计划》的一
部分。根据丰富慢行系统“毛细血管”，打造

“山城步道”特色品牌，到2022年，各区县山
城步道串联成网，叫响“山城步道”城市品牌
的部署，目前，西南大区步道已整治提升完成

约10.3公里，包括主线3公里，支线曾家岩临
崖步道一期、枣子岚垭步道、张家花园巷等步
道共7.3公里。

像这样依山傍水的步道，重庆还有很
多。2019年至2022年中心城区已规划建设
17条约353公里的山城步道，截至去年，半山
崖线步道、重钢步道等16条已开工，歌乐山步
道、沙磁步道等约172公里已建成。

让城市回归绿色融入自然

今年开春，重庆天气转暖，红梅、玉兰、海
棠、山茶、美人梅等花竞相开放，山城犹如花
海，美不胜收。

这得益于《计划》提出的开展城市增花
添彩、增绿添园等举措。近段时间，重庆又
在原有绿色基底的基础上，丰富了花草树木
的品种，特别是增加了色叶植物、开花植物
的品种。

2018年，我市启动“清水绿岸”治理提升
工作，建设海绵城市、提升城市水环境，切实
解决黑臭水体这个“老大难”问题，还百姓水
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景象。

到2020年底，20条河流累计建成“清水
绿岸”河段约90公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42个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从85.7%提升至97.6%，优于国
家考核目标2.4个百分点。

2019年，《重庆市中心城区“四山”保护提

升实施方案》出台，着力将“四山”打造成“城
市绿肺、市民花园”，展现“山青、水秀、林美、
田良、湖净、草绿”的自然环境。

同年，《关于加强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的
决定》出台，为广阳岛开发立下“规矩”。今年
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35个创新基地名单，广阳岛名
列其中。

《计划》提到，“力争到2022年，中心城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将达45%。”重庆离目标实
现已越来越近。

“水陆空”立体出行方便快捷

交通拥堵是大城市的“通病”，为此重庆
在城市提升行动实施过程中，着力打造便捷
之城、通畅之城。

重庆实施的缓堵保畅项目，切实提升了
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去年6月，快
速路一横线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开通，至此，快
速路一横线全线建成通车；华岩隧道西延伸
段主线通车，使得重庆向西发展的距离缩短，
有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12月31
日，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主线通车，从渝北区兴
盛大道到渝中区菜园坝车程仅10分钟，比之
前少20多分钟……

缩短重庆与周边省市的距离，重庆正加
快建设“米字型”高铁网络。

早上在重庆吃碗麻辣小面，中午到郑州

吃烩面，不久之后将不再是句玩笑话。
2020年11月9日，渝万高铁开工。5年

后，从重庆中心城区到万州，将由目前的90分
钟缩短至约50分钟；重庆与西安、郑州等城市
的时空距离也将进一步缩短。乘高铁从重庆
中心城区出发，到西安2.5小时，到郑州4小
时。

西南向的渝昆高铁于2019年开工建设，
预计2025年建成；东北向的郑渝高铁郑万段
（重庆段）全部隧道已实现贯通；东南向的渝
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于2018年开工建设，去
年重庆段全面开工建设；南向的渝贵高铁已
于2018年开通……

重庆高速公路网也越织越密。截至2020
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400公
里，在建规模近1600公里，创历史之最，“三
环十二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络基本形成。

水运方面，长江朝天门至九龙坡段3.5米
水深航道整治完工，朝天门至涪陵段4.5米水
深航道整治工程开工，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基
本建成。长江、嘉陵江和乌江“一干两支”干
支联动的航道体系基本形成，全市四级及以
上航道达到1400公里。

航空领域，截至2020年底，重庆已建成
“1+4+3”民用机场体系：“1”为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4”为万州五桥机场、黔江武陵山机场、
巫山机场、仙女山机场等4个支线机场；“3”为
两江新区龙兴通用机场、永川大安通用机场
和梁平通用机场等3个A1级通用机场。

另一方面，重庆构建起以航空快线为核
心的国内航线网络，覆盖国内主要城市；重庆
与世界建立起畅通的“空中走廊”，累计开通
国际地区航线101条。

城市内部通畅，通往外部便捷，市民“水
陆空”立体出行的构想正逐渐成为现实。

加快建设城乡公共充电
网络和“光网重庆”

“我们村已经安装了汽车充电桩，以后就
可以来这里充电，再也不用在家里拉条电线
充电了。”6月18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高谷镇青山村，高山移民小区居民李敏看到
小区正在安装调试充电桩，高兴地说。

充换电站等基础设施是推动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的关键保障。近年来，重庆加强充
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以快充
为主的高速公路和城乡公共充电网络。

目前，全市已形成了“一环十射”高速公
路充电网络，实现了38个区县充电桩全覆
盖。2020年全市新建充电桩约3500个，服务
市民充电超500万车次。今年预计全市实现
272个乡村供电所充电桩全覆盖。

按照《计划》，我市还将建成“光网重庆”，
光纤到户端口数达到1800万个；实现4G网
络深度覆盖，基本建成全市移动物联网，建设
5G基站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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