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代同进步 与重庆共成长 重庆日报创刊重庆日报创刊7070周年特刊周年特刊

发挥重大项目作用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垫江

从 7 月 28 日召开

的垫江县上半年经济

形势分析会上传出消

息：1 月-6 月，垫江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243.4

亿元、同比增长5.8%，

较一季度提升 1 个百

分点，分别高于全国

和全市3.3、1.8个百分

点，增速分别排于全

市和渝东北第 10 位、

第7位，较一季度提高

17 位、2 位，全市排位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13

位。其中，一二三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6.8%、6.2%、5.3%。

稳中有升的发展

势头，得益于高新区、

东部新区、明月山乡

村振兴示范带、交通

物流枢纽“四大工程”

建设的火力全开。涉

及“四大工程”的诸多

重大项目，在关键时

刻 充 分 发 挥 出 促 投

资 、稳 增 长 的“ 压 舱

石”作用，有力地助推

全县经济社会实现高

质量发展。

1 月-6 月，垫江

143 个县级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53.2 亿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50.8%，新开工项目 32

个，开工率达 58.2%。

投资进展、形象进度

实现“提前靠前”。

新材料领跑 产业集群齐头并进
7月21日-24日，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博中心举行。本次
“西洽会”上，垫江签下大单——重庆斯可利
特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在垫江打造汽
车零部件及智能农机产业园。

新项目择址垫江高新区，占地120亩，建
设TFT（IMD+IME）智能触摸屏、暖风机、控
制器等产品生产线，可形成年产500万套的
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同时，建立2条柔性
生产线生产各类农机，年产能达1万台。项目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税收1800万
元，解决就业约1000人。该项目是垫江引进
的首个汽车电子类项目，也是首个农机核心
零部件生产制造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垫江汽
摩及零部件产业集聚发展。

垫江高新区，是垫江工业发展的主阵地，
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高新区建设工程，
排于垫江“四大工程”之首。上半年，高新区
实现税收和非税收入5.6亿元，对全县财政收
入贡献超过50%。

和斯可利特一样，垫江招引的重点企业
多数都将高新区作为发展的根据地，并立足
这块发展沃土，实现了长足发展。其中，兴发
金冠和任丙科技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兴发金冠由湖北兴发集团和上海百金集
团组建，现有资产21000万元，员工257人，
先后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安全
标准化二级企业、全国工人先锋号、市级智能
工厂等荣誉。

任丙科技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蓝宝石
用高纯氧化铝的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重庆市科技型企业、重庆市知识产权试点
企业。获重庆市2017年“专精特新”创新型
企业及2020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作为垫江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领头羊”，
两家重点企业在 1 月-6 月分别实现产值
52960.5 万元和 12315.2 万元，同比增长
129.8%和128.4%。

当前的垫江正着力打造三大（汽摩零部
件、新材料、消费品工业）产业集群。今年上
半年，在重点项目和企业的带动下，新材料
产业贡献突出，累计实现产值39亿元，同比
增长 29%，对规模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达
60%。富源化工合成氨、兴发金冠二甲基亚
砜等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价格大幅上
升 ，累 计 实 现 产 值 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6.8%，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长10.1个百分

点。数字经济产业增长17.2%，增速有所上
升；智能装备、消费品产业分别增长 9%、
8.1%，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投资拉动 建好城市形象窗口
高新区重点发展的是“产”，打造的是垫

江主要的发展引擎；东部新区重点建设的是
“城”，展示的是垫江城市的形象窗口。

三合湖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碧绿的宝石，
镶嵌于东部新区核心。公园西通廊东侧，一
组花瓣造型的建筑雏形初显。工人们正加紧
施工，力求在年底前让项目投用。

这里便是东部新区今年采取PPP建设模
式重点推进的市级重大项目——垫江城市博
览中心。该中心总投资5.8亿元，总占地118
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总体布局为“二
馆一中心”，即体育馆、游泳馆、博览中心。三
个场馆成“品”字形分布，场馆之间由人行天
桥连接。

其中，体育馆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可举
办国家乙级篮球赛事；游泳馆建筑面积1.5万
平方米，可举办国家乙级游泳、跳水赛事；博
览中心建筑面积1.8万平米，由科技馆、青少
年活动中心和城市展览馆组成。

截至6月，垫江城市博览中心今年已完成
投资8339万元。体育馆已完成钢柱钢梁安
装，校核焊接完成80%，完成网架高空散拼
90%，一层二次结构砌筑已完成，正在启动二
层二次结构砌筑；游泳馆已完成主体结构施
工，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及钢结构吊装施
工；城市展览馆已完成球型网架安装，幕墙工
程三区四区龙骨安装已全部完成，一区埋板
施工已完成，二区正在进行3米龙骨安装。总
工程量完成72%。

除了城市博览中心，位于东部新区的东
部片区旅游集散中心、新建市政停车场等多
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也稳步推进。

其中，总投资9751万元的东部片区旅游
集散中心占地60亩，包括游客集散中心及客
运中心大楼、旅游集散广场及汽车客运广
场。1月-6月完成投资2168万元，已完成1、
2号楼砌体抹灰，室内消防管网安装，防火涂
料喷涂完成80%，室外雨水管网基槽开挖完
成50%，正在进行负一层防水施工和雨污水
管网安装。总工程量完成51%。

总投资18000万元的新建市政停车场建
筑面积 17792 平方米，包括设备用房面积
1961平方米，车库面积15831平方米，设置
停车位500个。1月-6月完成投资3250万

元。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砌体施工及车库
顶板前室回填，正在进行环湖路施工、车库
内安装施工及顶板铺装工程施工。完成总
工程量的73%。

围绕产业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高新区和东部新区立足“城”，助力垫江

“产城融合”发展；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立
足“乡”，为垫江乡村振兴提供示范引领。

垫江位于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核心
区，沿线资源较多、基础较好、潜力较大。垫
江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程，涉及桂
阳、桂溪、澄溪、太平、新民、沙坪6个街镇。

4月，沙坪镇安坪村500亩菊花种植园土
地宜机化改造工作宣告完工并开展菊花栽
种，目前正在采收。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为提升土地使用
经济效益，安坪村选定了菊花种植与榨菜等
农作物轮种的产业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挖
掘产业发展效益。

这500亩宜机化菊花种植园，成为垫江
实施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打造“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垫江版“富春山居图”的
缩影。

1月-6月，垫江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
沿线6个街镇乡已完成产业发展流转并实施
土地宜机化整治900亩，种植菊花765亩和苗
圃200亩。

垫江县库区美丽家园建设水系工程（沙
坪、新民段）有序进行施工，工程的基础设施、
河道整治建设等已经完成。太平镇美丽家园
建设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新民镇帽和、树

新、南印村供水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同时，完
成农村公路建设硬化1990米，完成路灯安装
577盏，新民镇完成明月新村污水管网建设项
目和明月新村日月映湖广场建设项目。

在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引领带动
下，垫江上半年实现一产增加值23.2亿元、增
长6.8%，增速分别排全市和渝东北第14位、
第7位，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3位、3位。

全力以赴 启动重点项目建设
5月20日，垫江县委主要领导会见了来

访的重庆高速集团主要领导，双方就深化合
作推动垫江交通物流枢纽重点项目建设进行
交流洽谈。重庆高速集团主要领导表示，将
全力支持把G50垫江南出口项目纳入长垫梁
高速“4改8”扩能项目建设。

今年，垫江将加快推进交通物流枢纽建设
工程的4个重点项目——大垫丰武高速公路
垫江段、高新产业大道、垫江G50南出口及连
接线工程、东部快速通道，总投资120余亿元。

截至目前，大垫丰武高速公路项目已取
得工可批复，初步设计已完成并通过行业审
查，项目融资建设方案已通过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审批，正挂网招标；高新产业大道正
积极对接市交通局纳入全市“两江新区至梁
平”物流通道方案并线研究；G50垫江南出口
及连接线工程已完成项目工可及估算文件编
制，其中南出口连接线项目已取得市交通局
工可批复，进入初步设计阶段；东部快速通道
已完成项目工可及估算编制，正在进行初步
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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