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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城品质越来越高。”这是近两
来南川市民的直观感受。不光东街成为
近悦远来的打卡地，尹子祠、金佛山书画
院等文化地标也“拔地而起”。更为重要
的是，城市功能布局渐次清晰。

向北，南川区正在以北固片区的渝
湘高铁南川北站为原点，规划建设7平
方公里左右的高铁新城，将重点布局
TOD综合体、滨河公园、品质居住区等
产城融合项目；

向东，依托商贸物流园区打造的6
平方公里东部新城加速崛起，一大批高
品质住宅拔地而起，妇幼保健院、南川中
学初中部投用，东胜小学完成改扩建，金
华体育公园即将开园；

在大观，正在规划建设30平方公里
的产城景、农文旅融合的大观田园新城，
打造南川同城化发展的“第一门户”。其
中，布局了约10平方公里的大学城小镇
片区，已与重庆工职院、重庆旅职院达成
落地意向。

……
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近年来，南川坚持贯彻景城乡融合

发展理念，规划建设100平方公里景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区，通过持续实施金佛
山景区提档升级、推动东街焕新重生、重
塑大观园的形象和内涵等方式，串联起
一个又一个节点性、支撑性项目，基本形
成“城依景、景融乡、乡伴城”的发展态势
和格局。

对“金佛山—南川城—大观园”三个

片区实施景城乡一体规划、一体布局，加
速构建“一核两带多点”的空间格局，推
动各区域组团式、特色化发展。

——“一核”即以城区为核心，以旧
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为抓手，拓展城市空
间，提升城市功能。

——“两带”，即以景城大道为主轴，
构建城区至金佛山的“景城一体”旅游经
济带；以大观原点为牵引，构建城区至大
观的“景村一体、农旅融合”乡村振兴试
验示范带。

当前，景城大道正在提速建设，有望
年内完工通车。届时，南川区将以此路
为联结，把沿线金佛山景区、天星温泉小
镇、良瑜国际养生谷、东街等项目串珠成
链。

——“多点”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
镇化，突出主体功能，分类推进重点镇、
中心镇和特色小镇建设。当前，兴隆、木
凉、黎香湖、河图等一个个特色鲜明、各
美其美的特色小镇，正在加速呈现。

未来，这100平方公里的景城乡融
合发展示范区，将成为南川区同城化发
展的主战场，成为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
城区空间拓展首选地、功能疏解承接地。

同时，南川正在做足“含金量”文章，
推进金佛山提档升级九大工程建设，形
成“金佛山下南川城、南川城里有东街、
东街之外是原乡”全域旅游格局，不断延
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

8月2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的消息
称，《重庆中心城区至永川等4条市域（郊）铁路勘
察设计总承包招标公告》已正式发布，这意味着4
条市域（郊）铁路离开建又近了一步。其中的C6
线正是中心城区至南川线路。

这是南川交通的又一“喜讯”。近两年，南川
区坚持把交通作为同城化的先行领域，加速构建

“快进、畅行、慢游”交通体系，加快实现“1小时从
主城上金佛山”目标。计划到2025年，实现与中
心城区半小时通勤、“1小时从主城上金佛山”，形
成“重庆城里金佛山”新版图，全面融入中心城区

“一日生活圈”。

“快进”——

全力服务和推动渝湘高铁及南川北站、水江
北站建设，同步建设大观站，加快推进渝湘高速
复线、西环高速建设，积极推进中心城区至南川
市域铁路（C6线）、快速通道前期工作，打造与中
心城区快速衔接的多层次交通网络，加速实现“1
小时从主城上金佛山”。

“畅行”——

加快环金佛山道路建设，按全线达到二级公
路标准实施环金佛山国省道改造提升工程；加快
上金佛山快速通道建设，打通北、西、南三坡快速
上山通道；有序实施山王坪K线道路、山王坪互通
至落星、山王坪K线道路至山王坪公园、金山湖左
岸公路等道路建设。

“慢游”——

打造环金佛山健康步道；利用环金佛山、环
金山湖、景城、景景公路通道，构建景区骑行系
统，设置骑行道100公里以上；新建南坡上山步游
道，整修北坡、西坡上山步游道，提升山顶景点间
步游道；沿旅游通道和骑行道、步游道，合理布
局、科学设置若干观光平台、补给点和休息亭阁。

南川 打造生态美生活美人文美的都市后花园

盛夏的南川，客流

如织。今年入夏以来，

南川区已接待游客 400

余万人次。

人们或在金佛山上

纵情山水，尽享 18℃的

清凉；或在大观的原乡

别院里小憩片刻，体会

心灵深处的静谧；亦或

入夜后，到南川城里逛

上一圈，在习习江风、灯

火阑珊中，品味独特的

城市记忆……

“城依景、景融乡、

乡伴城”的南川魅力愈

发凸显。

近年来，南川区加

快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

区步伐，坚持从大局中

找准发展方位，着力优

化功能布局，持续提升

城市能级，在打造城市

新地标东街文旅小镇的

基础上，规划连接中心

城区第一站的田园新

城，布局高铁新城，建设

商贸物流园区东部新

城......

一座生态美生活美

人文美的都市后花园正

在崛起。

城市里，大街小巷互联互通、干净整
洁，老街区、老社区持续焕新，公园游园
加速落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
花；

乡村中，道路宽阔平坦，村舍院落焕
然一新，房前屋后花团锦簇，田间地头生
机盎然，随处都散发着巴渝风情的浓浓乡
愁；

……
以人为本，聚焦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提升城乡人居品质，让近者
悦、远者来，正是南川推动发展最根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市品质提升，一头连着发展，一头
连着民生。

近年来，南川区按照“9＋18＋N”（9
大板块、18个重点专项、N个子项目）的
思路，持续开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着力
规划塑造“到城区就是到景区”的城市印
象，加速建设美丽宜居的主城都市区后
花园。

截至去年底，南川区累计投资274亿
元，滚动实施景城大道、东街等175个城
市提升项目。

其中，有别于传统的“微改造”或“大
拆大建”，南川区在东街改造中积极探索
出的既拆迁又改造的“留旧生新”之路，
已成为未来南川区实施城市更新提升的
范例和样本。

今年，南川区坚持将“城市更新提
升”作为全区工作四大基本面之一，以建
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
城市、人文城市为目标，通过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不断提升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
竞争力。

城市品质是建出来的，更是管出来
的。为此，近年来，南川区坚持在“大城
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上下功夫，不
断提升城市综合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
性化水平，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
品质城市。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村让人们更
向往。

近年来，南川区坚持以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全力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扎实开展“五清理一活动”专项
行动，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
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农村人居
环境持续提升，宜居宜业美丽乡村雏形初
现。

一幅青山绿水间的“富春山居图”，
正在南川广袤乡村徐徐展开。

未来，南川区将进一步推动基础设
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建
设兼具现代功能、本土特色、乡土气息的
品质乡村，并依托旅游产业实现农村高
颜值、高品质的价值变现，让农村共享城
市发展红利，真正实现景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品质、能级的加速提升，进一步
拉近了南川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在同城
化的相向而行中，一座山清水秀的都市

“后花园”近在眼前。

产业，是区域发展之基。产业水平，
直接决定着南川景城乡融合发展的成色
和品质。

经过充分、深刻审视自身的使命定位
和资源价值，近年来，南川区坚持把“三优
禀赋”“三富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积极践行和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产业
之路，为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

“硬实力”支撑。
打造大健康产业集聚区，积极培育中

医药、康养等产业，是南川践行“生态产业
化”的生动实践。

在南川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上药慧
远庆龙药业的生产车间里日渐忙碌，一群
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生产线设备做最后调试。正式投产
后，将产出500多种药饮片、保健品等中药
材精深加工产品，预计年产量可达5000
吨。

近年来，南川区依托金佛山“中华药
库”的宝贵资源，加速构建“种加销、产学
研、医药养、教文旅”为一体的中医药产业
全链发展格局，有序建设百亿级的中医药
产业科技园区。

同时，南川区还在聚力发展康养产
业，培育壮大森林康养、文旅康养、运动康
养、中医康养四大业态，打造重庆四季康
养“第一居所”，加速形成“重庆康养看南
川”态势，良瑜、兴茂、金佛东麓等八大康
养旅游综合体项目竞相发力，养老、温泉、
运动等康养产品体系日渐完善。今年上
半年，实现康养物业销售5.2万平方米、
3.6亿元。

深耕旅游产业，是南川“生态产业化”
的又一坚持。

近年来，南川区围绕“金佛山”这一核
心资源，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推动金佛山景区全面提档升级的基
础上，推出山王坪、万卷书台、窑湾森林公
园、金山湖等一大批新晋热门打卡地，在

“四季观光”的基础上，创新推出运动体
验、休闲康养、亲子研学、精品民宿等业态
产品，推动南川旅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三链齐升”。

同时，以景城乡融合发展为引领，南
川区还加大了在文旅融合、农旅融合方面
的探索。例如，东街、尹子祠、金佛山书画
院、龙岩城等大批文旅项目持续上新；大
观原点、盐井村梯、“稻香渔歌”等农旅项
目加速涌现。

此外，南川工业、农业的“绿色嬗变”，
正是推动“产业生态化”的真实写照。

工业领域，南川区坚持以绿色创新发
展为引领，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
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聚焦产业
结构高端化、能源结构低碳化、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数字化转型等，培育壮大铝材
料、页岩气、现代建筑、机械制造等四大产
业集群，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半年，
页岩气、新型建材等工业六大主导产业实
现产值88.5亿元、增长18.2%，占规上总
产值比重提升至70.4%，支撑作用加强。

农业领域，南川区结合富氧、富硒、富
锶的优势，加速构建古树茶、方竹笋、中药
材、南川米、蓝莓“3+2”特色农业体系，推
动农业“接二连三”，生产高品质、生态化
的优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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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实现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优化功能布局 提升城市能级

南川晨曦 摄/夏于洪

渝湘高速、银白高速、南两高速互通 摄/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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