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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
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关键领域，通过加快促进产业链协同协
作，加快促进政策体制先行先试，打通同
城化进程中的堵点难点等，推动主城都市
区同城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对此，主城都市区下一步将从哪些方
面发力？重庆日报记者邀请江北区、南岸
区、沙坪坝区、江津区、璧山区、铜梁区主
要负责人进行探讨。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关键领域

打通主城都市区同城化进程中的堵点难点
□姜迎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
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
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日前召
开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
明确提出，要在建设智能化城市
上打造样板、作出示范，更好地用
大数据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如火如荼，智能化已成为
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智能
化不仅代表着城市发展的高级
形态，寄予着人们对城市生活的
美好畅想，也是城市现代化最鲜
明的时代特征，引领着城市化的
发展方向。对重庆而言，智能化
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重要引擎。重庆要建
设智能化城市样板，就必须要在
打造“智造重镇”中展现新作为，
在建设“智慧名城”中迈出新步
伐。

打造“智造重镇”，就要让数
字经济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
力源。先进或落后，智能或传统，
不仅体现在生产理念、服务形态
上，也体现在生产方式、产业效能
上。主城都市区数字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
富，集聚了全市大部分数字经济
发展平台和企业，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这

是让城市更智慧一些的本底所
在。只有守好用好这些本底，适
度超前布局 5G、工业互联网、数
据中心等设施，提速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
造，进一步壮大“芯屏器核网”全
产业链，培育“云联数算用”全要
素群，才能真正让数字经济成为
城市发展新动能，为经济赋能。

建设“智慧名城”，就要着力
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智
能化为人们描绘了美好未来，也
为城市繁荣创造了无限可能。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
话，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就是城市
的“大脑”。只有利用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
前沿技术支持，促进城市各类要
素实现数字化、可视化、场景化
呈现，并围绕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推出诸如智慧交通、智慧医
疗、智慧停车、智慧公园、智慧旅
游等各种智能应用系统和应用
场景，推动主城都市区打造智能
化应用示范，才能让城市管理更
高效，让群众生活更智慧，为生
活添彩。

让城市更智慧一些，不仅是
人们的美好夙愿，也是科技创新
的动力。这既需要技术进步来
赋能，也需要制度创新做保障；
既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接续
奋斗，也需要“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作为。只有在实践中创新，
在摸索中前行，才能最终描绘出
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智慧城市的
样子！

让城市更智慧一些
——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大家谈之三

“十四五”时期，江北区将紧扣建设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示范区这一目
标，具体化项目化率先推进城市能级现
代化，加快建设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
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围绕推动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
重庆提出打造中心城区六张新名片中
有三张与江北紧密相关，一是高品质打
造长嘉汇大景区的文旅新名片，建设江
北嘴金融核心区，提升江北嘴中央商务
区金融能级，加快建设江北嘴国际金融
中心城市地标；二是高标准打造广阳岛
风景眼的生态新名片，建设望江片区智
创生态示范区，全力推动广阳岛江北片
区26.79平方公里绿色发展示范建设；
三是打造寸滩国际新城的产业新名片，
建设双溪河至东风船厂功能联动区，推
动寸滩港口岸功能、保税功能向果园港

转移，按照“一港三区”总体规划，牵头
功能联动区 16.85 平方公里“铜锣半
岛、智慧湾区、未来之城”规划建设。

立足我们自身特色，江北也有三张
新名片，一是全方位打造重庆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消费新名片，建设观音桥世
界知名商圈，着力建设长安三工厂超级

“太古里”；二是高质量打造高端科技智
创的智慧新名片，建设玉带南桥智慧港
湾，建设国家数字产业创新发展示范
园；三是精细化打造承载美好生活的宜
居新名片，建设五宝生态小镇。

结合江北区“十四五”规划及2035
年远景目标，江北区共梳理出六大板块
78个重点项目，总投入约2500亿元。
2021年将重点滚动推进一批在建实施
项目，确保率先推进城市能级现代化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

江北区委书记滕宏伟：

推进城市能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聚焦推动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正以做靓长嘉汇、广
阳岛两张城市新名片为引领，努力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
调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

一是生态立城。南岸将紧扣广阳
岛“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智创生态
城”定位，系统推进护山、理水、营林、
疏田、清湖、丰草、治沙，构建牛头山、
苦竹溪等9条生态廊道。下定决心打
响南山生态整治攻坚战，两个月拆除
南山违建 50万余平方米。生态城总
体规划通过市规委会审议，产业、交通
等11个专项规划编制完成，未来蓝绿
空间占比将达70%左右。

二是产业兴城。聚焦“智慧+”“绿
色+”，建设“中国智谷”“中国碳谷”，
提档升级长江绿色创新产业园，打造
长江绿色技术创新中心、长江绿色工

程研究中心，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长江生态环境学院、“碳捕集与利用”技
术创新中心、西部绿色能源中心等启动
建设。

三是品质优城。精心打造长嘉汇城
市会客厅，以长嘉汇金融中心为引领，启
动建设长嘉汇金融广场、铜元局重庆时
光。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升“七个优化”重点
工作，目前已改造老旧小区22个、惠及
居民1.8万户，新建停车场41个、新增车
位3485个，建立闭环机制办结群众诉求
2万余件，满意度95%以上。

下一步，南岸区将紧扣国际化、绿
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要求，以
绿色低碳为引领，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地、山水城市会客厅、历史人文风景
眼、商业商务中心区，努力实现“南岸起
风景”。

南岸区委书记、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兼）颜伟：

生态立城 产业兴城 品质优城

“十四五”时期，沙坪坝区将充分发
挥科教文卫大区等资源优势，推动全域
空间优化、全域品质提升，努力实现沙
坪坝图新、图变、图强，全力打造高品质
国际化大都市。

在全域空间优化方面，沙坪坝区将
高起点优化东中西空间布局和城市设
计。强化交通先行，通堵点、拓干线、密
路网、活资源，推动东西贯通、内畅外
联。精心梳理保护山脉、水系、绿廊，深
挖低效用地、闲置土地、边角地潜力，覆
绿添彩增园，盘活“沉睡”土地，激活空
间资源。

在全域品质提升方面，沙坪坝区
将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精准施
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有机生
长。精细化更新东部老城，有序启动

危旧房和老旧小区改造，打造“群众家
门口的风景”。高水平建设西部新城，
推动产学城景深度融合，建好“科学家
的家、创业者的城”。推动中部歌乐山
麓全域乡村振兴，让美丽乡村成为生
态城市“点睛之笔”。

在全域产业升级方面，沙坪坝区将
精心打好科创、开放、生态、人文“四张
牌”，全力推动创新资源和口岸优势加
快变现，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更多新的
增长点。全面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高标准建设国际物流城；改造升级三峡
商圈。务实抓好就业创业、人居环境、
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四件事”，让人民
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沙坪坝区委书记唐小平：

全域空间优化 全域品质提升

一年来，江津区积极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突出建设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
互补、交通便捷通畅、创新动能强劲、环
境和谐宜居的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加快
推动与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

以交通发展为例，江津区重点打造
重庆二环线组团，合璧津高速、渝昆高铁
江津段、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江津段等
建设有序推进，轨道交通5号线跳磴至
江津段年底前车辆可上线试跑，江津至
大学城公交线路已开行。

“十四五”时期，江津区将坚持“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切实扛起大担当、实现大作为，
培育新的增长点，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一是始终坚持创新发展，以西部（重
庆）科学城江津片区建设为引领，加快建
设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先进制造业基
地、消费品工业示范区。

二是始终坚持协调发展，以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加快建
设山水人文城市。

三是始终坚持开放发展，以江津综
保区建设为引领，加快建设重要的内陆
开放前沿阵地，综合物流基地，川南渝西
融合发展试验区。

四是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以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加快建设重要
的大健康产业集聚区，都市休闲度假旅游
区。

五是始终坚持共享发展，以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引领，加快
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江津区委书记李应兰：

加快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璧山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主城都市区同城化
发展先行区，拥有东向紧紧“粘附”中
心城区、西向广泛辐射成渝轴线城市
的交通区位优势，在主城都市区同城
化发展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

璧山将秉承“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锚定主城都市区同城
化发展先行区定位，全力推动互联互
通、兴业兴城、共建共享、宜居宜游等方
面的整体提升，力求率先实现与中心城
区同城化。

下一步，璧山区将一方面建设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深度培育智能装备、新
能源汽车、半导体、大健康等四大产业
集群，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

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科技璧山、创
新璧山”，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揭榜挂帅”，做大做强研究院经济，发
展数字文创、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建成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
点。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产业生态。

另一方面打造高品质生活示范
区。加快打通融城通道，推进璧铜线、
轨道交通27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做
好重庆新机场建设前期相关工作，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补齐“吃住
行游购娱”短板，推动城市更新，争创全
国文明城区。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
的重要人生节点，强化优质社会服务供
给，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璧山区委书记秦文敏：

加快与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步伐

铜梁作为“桥头堡”城市，将立足自
身、把握机遇，积极合作、全面融入，努力
在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中抢占先机、
走在前列。

一是推动融入同城交通网。依托渝
西几何中心区位条件，加快成渝中线高
铁、市域快线璧铜线、渝遂复线高速公路
等外联通道建设，积极争取布局至两江
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等区域快速干
线，有序推进与中心城区公交一体化，形
成高效顺畅的人流物流交通体系。

二是推动融入同城产业链。坚持大
抓工业、大抓产业、大抓实体经济、大抓
开放发展，采取“主导+特色”集群发展
模式，积极配套全市支柱产业、对接战略
性新兴产业、布局先导产业，全面融入环

科学城创新生态圈，着力构建产业梯度、
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打造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和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三是推动融入同城服务圈。深化公
共服务领域合作，积极承接中心城区教
育、医疗等功能疏解和资源迁移，加快打
造大学园区，组建优质教育联盟，发展品
牌医联体，利用生态、人文等优势培育壮
大康养、文旅等产业，提升人口导入能力和
社会服务水平，加快打造龙文化旅游名城。

四是推动融入同城治理端。加快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接入市级
指挥平台，强化安全监管、生态环保、防
灾减灾、应急处突等领域协同协作，推动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安全联防联
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铜梁区委书记谭庆：

抢占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机

□本报记者 罗芸

中元汇吉与厦门大学联合研发
的微生物质谱产品获证上市，“重庆
小面电商产业园”国庆后将投用，钓
鱼嘴音乐半岛上的长江音乐厅等重
大功能性项目即将开工……

作为昔日的“钢城”，大渡口区
依托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着眼南部
人文之城，加快钓鱼嘴音乐半岛建
设，推进产业兴城、生态兴城、人文
兴城，在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强核
提能级”中发挥服务带动作用。昔
日的工业老区，正在变为产业“新
区”，人文“秀带”。

体外诊断产业链基本形成

近日，坐落于大渡口区的重
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与厦门大学郑兰荪教授团队合作
研发的微生物质谱产品已经获证
上市。

体外诊断，是指通过对人体血
液、体液等进行检测，从而获取临
床诊断信息、判断疾病或机体功能
的诊断方式。微生物质谱检测是
近年来体外诊断研发的热点领域，
此前这类技术多由国外生物公司
掌握。中元汇吉与厦门大学的合
作，使我国的自主质谱品牌实现产
业化。

近年来，大渡口区把大健康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聚焦于体外诊断这
一细分领域，通过坚持“体外诊断全
产业链生态化集群”的发展理念，目
前已吸引上游的试剂原材料、设备
元器件，中游的诊断仪器、诊断试
剂、耗材，以及下游的医学检验服务
等企业落户该区。

目前，该区体外诊断产业链已
基本形成，龙头示范带动初步显现：
落户的生物医药企业总数达115
家，其中从事体外诊断的企业有88
家；规上企业达35家，高新企业11
家。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2020年
7月，该区还成为医疗器械“放管
服”改革试点区。通过开启“监管促
进发展、监管服务产业”探索，助推
产业获得长足发展。

今年上半年，大渡口区体外诊

断产业实现营收46.4亿元，同比增
长70%；实现税收3.2亿元，同比增
长200%。预计今年该区体外诊断
产业产值有望达全国同类产业的
10%。

小面产业园将重庆小面
卖向全国

在建桥工业园C区，“重庆小
面电商产业园”正在进行紧张的装
修工作，预计国庆后将正式投入
使用。届时，10家企业和 3家行
业协会将入驻，通过京东、阿里、
快手等电商平台，将重庆小面卖
向全国。

重庆小面是重庆的一张美食名
片。大渡口区抢抓线上销售的风
口，推动重庆小面上下游产业链融
合发展。8月18日，重庆市小面产
业园建设启动仪式暨重庆小面招商
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大渡口举
行，1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总投资
16.5亿元。

未来，大渡口将通过服务企业、
政策支持等方式，建立重庆小面预
制面的全产业链。到2025年，其产
业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音乐半岛将唱响长江之歌

9月26日，秋日下的大渡口区
钓鱼嘴半岛，一台台推土机和挖掘
机正在施工，对土地进行平场；双向
六车道的“音乐大道”不断延伸，不
久将正式通车……

2019年，重庆市政府审议通
过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整体概念
性策划方案纲要，将长江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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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重钢片区将强化重钢片区文化艺
术功能，推动老重钢工业遗址资源
改造升级；中交茄子溪港片区将促
成“茄子溪·长江音悦港”等项目落
地；钓鱼嘴半岛片区将重点建设中
心城区“音乐半岛”，打造国家级音
乐产业基地。

目前，重庆原创音乐版权孵化
基地、快手（重庆）创新中心、亚洲
音乐联盟等项目已落地；“重庆长
江草莓音乐节”“重庆穿越二号
Colo音乐节”等重大音乐活动成
功举办；2021年重庆钓鱼嘴音乐
论坛召开，大渡口的“音乐圈”正加
速形成。

大渡口加快建设
产业“新区”人文“秀带”

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市民用手机拍摄巨型裸眼3D“太空飞船”，新颖的城市形象展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
来打卡。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