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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促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重庆首支区域性产业投资基金诞生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8 月 5 日，两
江新区、万州区对口协同发展 2022 年度第
二次联席会议召开。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双
方在会上成立了“重庆万州区两江新区现代
产业投资基金”，这是促进“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的首支区域性产业投资基金。
据介绍，
“ 重庆万州区两江新区现代产
业投资基金”规模为 10 亿元，采取滚动投资

的形式运作，通过政府产业扶持基金模式引
导社会资本，以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为切入
口、突破点，进一步带动现代产业发展，形成
市场化、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制，共同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更高层
次、更深领域推进万州区特色化的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万州区、两江新区
在全市的标杆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探索

“一区两群”对口协同产业协作的新路径，努
力为全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据悉，该基金引入市场化机制，旨在引
导优质资本、项目、技术、人才集聚，从农产
品深加工逐步向其他产业延伸，扶持万州重
点企业及特色项目做大做强，助力“一区两
群”
协调发展走深走实。
2021 年，在全市“一区两群”区县对口

协同发展考核中，两江新区携手万州区排名
首位，尤其在拓展农特、文旅产品销售市场
方面，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为万州区购销
农特产品、文旅产品 1658 万元，在寸滩国际
新城举办“2022 年万州区农特产品走进两
江新区”活动，还联合举办了 2022 年“中国
旅游日”暨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等活动。

“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要有新路径新探索

评论
□苏星湖
8 月 5 日，两江新区、万州区签署现代产
业投资基金框架协议。这是促进“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的首支区域性产业投资基金，
两地政府以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推
进“一区两群”对口协同发展，撬动国际国内
大市场，这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务实之举，是“一区两群”对口协同产
业协作的新路径，是“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
同发展机制的新探索。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桑
瑶佳）8 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1—7 月，今年的 167 个市级重大制
造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11.8 亿元，投资进
度达 71.6%，高于市级重大项目平均水平 7
个百分点。
据介绍，2022 年，重庆布局实施汽车、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材料、消费品六
大领域 167 个市级重大制造业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 575.1 亿元。其中，巴南智睿生物医
药产业园宸安项目、长寿硅基气凝胶复合材
料项目、璧山中国长安青山智能传动产业园
等 22 个项目已完工，完工率 53.7%。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我市以重大制造业项目为抓手，聚焦“提

做大做强“一区”、做优做特“两群”必须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找准“一区”与“两群”协
同发展的痛点、难点。
“一区”的背后，是重庆
中心城区对接的国际国内大市场，如何把
“一区”的经济优势、创新优势与“两群”的资
源优势、文旅优势有机结合，提高协同发展
水平，关键要深入落实好主城都市区工作座
谈会精神，提高协同发展水平，提升“两群”
造血功能，真正建立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的
现代产业体系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真正有
特色有品牌的企业和产品。

两江新区和万州区分别是“一区”和“两
群”
的典型代表。两江新区是重庆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万州区是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中
心城市，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发挥引领
示范带头作用是应有之义。这一次成立 10
亿元的现代产业投资基金，按照市场化机制
来支持万州重点企业及特色项目做大做强，
为
“一区两群”高水平开展协同发展开了好头。
如农副产品是万州等
“两群”
的优势，
但深加工
不足、
高附加值不够，
难以覆盖更大市场。产
业投资基金率先从解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开

始，
通过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
以
“基金活水”
激荡
“产业春水”
，
有利于破解产业链、
供应链
的痛点，
积极对接好国际国内大市场。
刚刚开通的郑渝高铁大大拉近了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与“一区”以及全国的物
理距离；这一次两江新区与万州区成立的现
代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产业资本、产业基金
等一系列现代金融方式的有效对接和孵化，
拉近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与“一区”乃至
国际国内市场的距离，对提升区域协同发展
水平，
极具示范意义。

1 至 7 月市级重大制造业项目完成投资 411.8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已完成 71.6%
质增效”
“ 集群发展”两个关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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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造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势头。
2022 年市级重大制造业项目中，传统
产业项目总投资 995.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4.4 亿元，1—7 月完成投资 156 亿元，投资
进度 66.6%。其中，今年计划新开工 34 个传

统产业项目，目前已开工建设 25 个，开工率
达 73.5%。项目快速推进，引领我市传统产
业着力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优化升级，
实现了
“三个提升”
。
其中，沙坪坝东风小康汽车整车及相关
零部件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1—7 月完成投
资 4.5 亿元。目前，项目已主体封顶，并完成
设备调试及安装。项目投产后，主要生产全

新款智能网联 F 型汽车和研发的其他中高
端车型，计划年产整车 15 万台，实现产值
360 亿元，年税收 11 亿元，带动产业链产值
450 亿元。
2022 年市级重大制造业项目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总投资 2035.5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340.7 亿元，1—7 月完成投资 255.8
亿元，
投资进度达 75.1%。
（下转 2 版）

八月五日晚，
﹃
不 夜 重 庆 生 活 节﹄在 重 庆 大 剧 院 广 场 启 幕 ，星 光 帐 篷 集 市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2022
记者 张锦辉 摄 视\觉重庆

2022 不夜重庆生活节启幕
200 余场夜间特色活动带来夏季消费盛宴

（国际）啤酒文化节”
“‘中国范 正当潮’消
夏艺术节活动”等 200 余场夜间特色活动，
为市民带来夏季消费盛宴；联动饿了么、高
德、淘菜菜、飞猪、支付宝、盒马以及“今日聚
会”、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开展“潮惠夜重庆”
钜惠夏夜专题活动，带来消费优惠及多元消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光 红）8 月 5 日 ，
费新体验。
“2022 不夜重庆生活节”在江北嘴重庆大剧
如，马上消费将向消费者送出消费贷款
院广场正式拉开序幕。在接下来的 3 个月时
免息的福利；高德将推出“不夜重庆高德夏
间里，接连 200 余场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
季玩乐节”，上百家品牌商将提供爆款好货、
下互动的夜间特色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带
发放休闲娱乐团购红包；盒马鲜生将推出
来诸多消费福利和消费新体验。
“畅享夜市月月品牌周”活动，发放超百万津
作为商务部“2022 国际消费季”的重要
贴；淘菜菜将推出线上“山城夜市”，派送夜
活动之一，
“2022 不夜重庆生活节”由市商务
宵品类优惠券等等。
委牵头，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规划自然
此外，
组委会还推陈出新，
打造了集互动
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管理局、市
游戏、消费抽奖于一体的趣味消费小程序
“不
交通局、市文化旅游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政
夜重庆嗨猫寻宝记”
，
通过线上小程序趣味串
府外办、市市场监管局、市体育局和各区县
联线下夜间消费场景、地标，
为市民推介夜间
人民政府支持，重庆夜间经济发展联合会和
消费打卡线路，推送商家优惠福利。组委会
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主办。
还将深度联合抖音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及百余
本次活动以“爱尚重庆·不夜生活”为主
位地方达人发起“不夜重庆”话题短视频活
题，旨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持续释放夜间
动，开启内容达人、带货达人创作者赛事活
经济新活力，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助力重庆
动，
带动重庆本地内容消费和用户消费。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当晚的启动仪式后，
“ 首届中国（重庆）
活动期间，组委会将紧扣消费，整合全
城市音乐节”正式开场。8 月 5 日至 7 日，果
市商圈、商业综合体、夜市街区及商家，连续
然、梅西合唱团等市内外人气乐队将共同为
推出“首届中国（重庆）城市音乐节”
“ 重庆
市民打造音乐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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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
的中心任务，
提出新的思路、
新的战略、
新的举措，
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
”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
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刻阐
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
鼓舞和激励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团结一致向前进，坚定不移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
结才能胜利，
奋斗才会成功。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而
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书写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
结奋斗的结果，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的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
挑战，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集中力量实
施脱贫攻坚战，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
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在斗争中
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牢牢掌握了
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10 年来，
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
有时甚
至是惊涛骇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
砥砺奋进，
一
仗接着一仗打，经受住了多方面考验，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
史性变革。
（下转 2 版）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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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
“一卡通”系统上线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 月 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
政局了解到，我市今年 3 月底启动建设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
“一卡通”
发放管理信息系统，
现已正式上线运行。
目前，该系统除将规定的 17 项项目纳入“一卡通”发放系
统，区县自行纳入补贴项目 53 项，涉及 14 个业务主管部门和
70 项补贴资金，已通过系统发放补贴 600 万余人次，金额 16
亿多元。
据介绍，5 月 27 日，重庆高新区在全市率先将第一笔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1988 元通过“一卡通”发放系统向 3 位
城市低保户发放。随后，
大渡口、南岸等地陆续通过
“一卡通”
发放系统跨行发放补贴资金，使得“一卡通”发放系统从小规
模的试运行向正式运行过渡。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系统发放，能够实现对补贴资金的阳
光发放和阳光监管，实现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管理与财政
资金直达机制的有效衔接。
按照计划，重庆力争到 2023 年，所有直接兑付到人到户
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原则上通过“一卡通”发放，届时群
众不仅可以一卡领取各类补贴补助，网络查询各类补贴政策
清单，
财政资金也将得到更加严格的全流程监管。

肖祖修同志遗体送别活动举行
本报讯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肖祖修同志遗体送别活动，于 8 月 5 日上午在重庆市石
桥铺殡仪馆举行。
送别大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在“沉痛悼念肖祖修
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下，悬挂着肖祖修同志的遗像。肖
祖修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
共产党党旗。
肖祖修同志逝世后，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表示慰问
和哀悼。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及其办公
厅分别献了花圈。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胡
衡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老同志
张文彬、甘宇平、刘志忠、王鸿举、邢元敏、陈光国、黄奇
帆、徐松南等，
有关单位和个人分别献了花圈。
上午 9 时 30 分，张轩、蔡允革、陈鸣波、周旬、张鸣等
市领导，甘宇平、陈光国等老同志，以及市委办公厅、市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委组
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局、市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前往殡仪馆为肖祖修同志送别，并向
他的亲属表示慰问。
肖祖修同志生病住院期间，有关市领导以及有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前往医院看望；肖祖修同志逝世后，有
关领导又分别以不同方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肖祖修同
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发来唁电、挽联，表示哀悼之情及深
切慰问。

美编：
赵炬 图片编辑：
刘强

订报热线：
63735555

零售价：1.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