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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上午，南滨路长嘉汇广场。一
个形如草书“起”字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下分外
显眼。

这是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新馆。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崔愷牵头设计的新馆造型，寓意起风
景、起征程的奋起之义。

馆内，“序厅”“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名城”
“总体规划”“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内陆
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8个主题展
区，让领导干部们驻足停留。虚拟的烫火锅场
景，留住乡愁的吊脚楼造型……老重庆的生活
在这里被生动复原。

“高质量发展时不我待，高品质生活你追我
赶。作为新时代的赶考人，必须以拼搏来书写满

意答卷。”站在总规划沙盘前，九龙坡区委副书记、
代理区长李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展厅里的重
庆“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让他有一种紧迫感。

他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想在发展
中赢得更多主动，必须紧跟党中央的步伐，紧
跟市委的部署，紧跟区域发展战略。就九龙坡
区而言，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区内有更多示范带
动，需要在全区内全域启动、整体提升。当前，
全区改革发展、统筹城乡等任务很重，需要更
多的人才、技术、制度和金融等支撑，机遇很
多、挑战不少，必须未雨绸缪、快马加鞭。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电子信息产业
园，国家质检基地的笔电、城市能源计量、应用
工程、新材料等10个国家级检测中心，为重庆
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质量塑造标准、标准催生品牌、品牌决定
未来。市委、市政府布局质量品牌建设，非常
有远见！”璧山区委书记秦文敏参观结束后，对
通过质量检测拉动产业发展、通过标准打造成
就制造业集群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说，目前璧山区集聚了比亚迪、康佳、中
科曙光等知名企业，培育了青山DCT、大江动

力、顾地等一大批企业质量检测机构，推动形
成了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如通过引进比亚迪电池全球总部和电
池研究总院落地，创新推出“刀片电池”，以过
硬质量通过严苛的电池针刺试验检测，树立了
电池安全新标杆、新标准，在璧首次量产后迅
速引爆全球市场。下一步，璧山将坚持“质量
立区、品牌兴区、知识产权强区”，建好用好重
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专利信息中心，加
强质量提升、品牌创建，推动专利技术标准化，
让更多品牌、标准在璧山诞生。

规划引领系统谋划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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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越来越明晰
信心越来越坚定

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现场参观考察侧记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实习生 王晓红

9月22日全天，主城都市区21个区、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调研，为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作准备。

“这种活动形式很好，很有收获！”一路上，大家看变化、听介绍、谋发展，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思路越来越明晰，信心越来越坚定。

□本报评论员

9 月 23 日，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安排部署加快推
进主城都市区发展工作。推动主城都市区发展，事
关全市发展大局，事关“十四五”开局起步。我们要
按照会议要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深入推进主城都市区建
设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
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正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
记“国之大者”，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既要办好合的事情，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也
要办好自己的事情，高起点谋划、高水平推进“一区
两群”建设。主城都市区建设是“一区两群”建设的
重中之重，对外要提升其竞争力，对内要提升其带动
力，要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发展能级，让城市更
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推动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建
设取得更大成效，让优秀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
代，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深入推进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要把握目标定
位。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主城都市区在全市
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使命。我们要站在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
度，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加
快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大都市，
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担当、发挥更大作
用。

深入推进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要坚持问题导
向。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总体进展有力、成效明
显，但也存在辐射带动力有待增强、交通基础设施同
城化有待提速、公共服务等重大功能设施布局有待
完善、改革系统性集成性有待加强、协同发展机制有
待健全、管理体制不一问题值得重视、要素保障有待
强化等突出问题。我们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关键领域，加快促进产业链协同
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政策
体制先行先试、城市安全联防联治，推动主城都市区
同城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深入推进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要加强组织保
障。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各级领
导干部。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需要各区各
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找准战略定位，提出更加
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推动主
城都市区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
要抓好任务落实，在“干”字上下真功、求实效，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要正确处理好全局与
一域的关系，树牢“一盘棋”思想，弘扬“利他”文化，
促进互利共赢。

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才能美美与共。深入推进
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不断释放城市竞争力和带动
力，需要各区各部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
强核提能级、扩容提品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合力推动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促进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当先锋做表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
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努力提升主城都市区
竞争力和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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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磁器口通过对后街的打造，正在成为
“重庆记忆博物馆、巴渝生活新封面”。文化的
牵引、历史的钩沉，让古镇的旅游显得更有深
度。

目前，南川正在以“绣花功夫”实施东街旧
城微改造。到磁器口考察，让南川区委书记
丁中平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她看
来，磁器口古镇的治理提升，保护了历史、传
承了文脉，实现了生活品质、生态品质、文化
品质、经济品质同步提升，成为城市有机更新
的典范力作。

她说，东街旧城微改造，通过修旧如旧保
留原有建筑风貌和空间肌理，传承城市文脉，
植入旅游元素，打造文旅商业综合体。短短一
年多时间，老东街蝶变为打卡地，成为“引客入
城”爆发点，入选重庆新地标10强榜单。南川
将借鉴磁器口治理提升经验，围绕文化铸魂赋
能，充分挖掘革命历史文化底蕴，运用现代数
字技术手段打造互动体验新场景，培育怀旧商

业街、家庭记忆馆、废墟民宿等特色文旅新业
态，推出多条精品旅游路线，促进形态、业态、
生态、文态“四态融合”，推动城市有机生长、内
涵发展。

广阳岛高峰梯田，沉甸甸的水稻“笑弯了
腰”。田里，人们正在以传统的方式收割稻
谷。田园牧歌，秋意盎然，美景让人流连忘
返。

眼前这一幕，让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罗蔺深受触动。他说，广阳岛充
分利用生态本底资源，道法自然，顺势而为，
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动实践，融合了生态效益、文化效
益和社会效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两
江新区在进行景观微改造时，将借鉴这里的
理念。”

打造城市更新“窗口” 提升城市能级服务高品质生活

在两江新区三一重工公司，智能制造数字
化“灯塔工厂”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永川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常晓勇边看边问，
若有所思。就在眼前的机器手臂不停挥动的时
候，远在永川长城工厂的机器人也在加紧赶工。

常晓勇说，“灯塔工厂”通过一系列技术
赋能，实现了制造业商业模式、产品研发模
式、生产模式、质量管理模式等全方位变革，
展示了制造业发展的未来面貌，充分印证了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令人印象深刻。

他表示，下一步，永川将持续推进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实施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重点抓好科技创新强
基、产业基础提质、智能制造赋能、绿色低碳转
型、企业培育提升、区域协同发展、质量品牌提
档七大工程，全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不断提高制造业质量效益和
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更好地服务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早上7点半，预定的起床时间到了，房间
窗帘、空气净化器、窗户缓缓打开，智能床将主

人缓缓推起……在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智
能化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走出“智慧生活馆”，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
深有感触地说，礼嘉智慧公园紧跟大数据智能
化技术发展的最新方向，坚持集中汇聚最前沿
的智慧应用场景，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感受未来
智慧生活的全新空间，充分展现了抢抓数字经
济发展浪潮的前瞻视野和战略谋划，让我们切
身体验到智能时代、美好未来“触手可及”，为
我们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提供了典型

示范和生动样板。
他表示，涪陵区将认真学习借鉴礼嘉智慧

公园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坚定不移走“科
创+”“绿色+”发展路子，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地用大数据智能化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在建设宜业宜居宜乐宜游
高品质现代城市中，用大数据智能化最新成果
充分赋能“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积极推进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在重庆打造“智造重
镇”、建设“智慧名城”进程中充分展现涪陵担当。

拥抱大数据时代 坚定不移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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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渝中区、大渡口区、江
北区、沙坪坝区、九龙
坡区、南岸区、北碚
区、渝北区、巴南区

主城新区
长寿、江津、璧山、南
川 、涪 陵 、合 川 、永
川 、綦 江 、大 足 、铜
梁、潼南、荣昌

产业升级引领区
建设成效明显

●中心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2785亿元、占区域工业总产值半
壁江山

●主城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占全市比重提高到42.7%

●上半年数字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94.6%

科技创新策源地
建设强势突破

●两江协同创新区引进建设研发
机构35家

●新增市级重点实验室38个，累
计引进高层次人才642人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938家，新
增3个国家级创业孵化平台

改革开放试验田
建设成果频现

●西部陆海新通道共运输货物
52635标箱、货值87.6亿元

●中欧班列（成渝）号共开行折算
列2839列居全国第一

●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区货物总
吞吐量 1054万吨、增长55.8%

●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保持全国
第四

高品质生活宜居区
建设亮点纷呈

●轨道交通 186公里续建线路加
快推进

●长嘉汇大景区、广阳岛—广阳
湾、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完成投资
29亿元、22亿元、23.6亿元

●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39个、
967.4万平方米，完成棚户区改造
3.1万平方米

●建设5条80公里中心城区山城
步道，城市植绿增绿20万平方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强力推进

●主城都市区各区与四川各市
（县）签订合作协议66份

●川渝高竹新区获批设立，上半
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值分别
增长48.9%、51.6%

●建立“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
发展机制，上半年累计安排对口
帮扶资金4.24亿元、项目 144个

数据来源：市发展改革委
整理：记者 王翔
制图/曹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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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重庆
主城都市区工作座
谈会与会同志参观
考察了磁器口滨江
片区治理提升、西
部（重庆）科学城国
家质检基地、礼嘉
智慧公园、重庆市
规划展览馆、广阳
岛生态修复、三一
重工（重庆）智能制
造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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