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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碚区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以蔡家组
团为主体，高水平建设产业
兴旺、万物互联、生态宜居
的现代化智慧新城。

一座充满智慧的城市，
将呈现出怎样的新景象？

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王胜看来，蔡家的智慧
新城建设有基础、有前景，
且正当其时。蔡家应当抓
住机遇，把智慧技术和元素
融入到规划建设、交通出
行、市政管理、商贸购物、文
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卫
生等各领域、全过程，大力
建设未来智慧生活的前沿
展示区、开放交流地、时尚
体验点、活跃创新圈。

目前，蔡家方面正就此
着手进行《两江新区蔡家智
慧新城建设规划》。可以预
见，随着产业布局、城市提
升、民生改善、环境营造等全
面发力，蔡家智慧新城，将开
启很多新期待。

产业智能化 生活智慧化 服务多元化

看蔡家如何打造智慧新城

2月21日上午，北碚区举行
2019年首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暨集中开工仪式，19个产业项目
集中签约，2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

当天亮相的项目中，正和东
泰3D打印、红星美凯龙家居广
场等都堪称重头戏，而它们的落
脚点都选择了同一个方向——
蔡家组团。

这其中，正和东泰3D打印
增材制造智慧生态城项目，将建
设集增材制造中心、工业制造制
程研究中心、新产品研发试生产
中心、创新设计应用中心等多项
设施于一体的增材制造生态城，
在北碚形成有全球影响的增材
制造产业集群。

“惠普是全球3D打印的龙
头企业，我们作为惠普在亚洲唯
一的战略合作伙伴，将把惠普3D
打印系统与重庆乃至全球的产
业链结合，建立惠普全球最大的
3D打印工场，服务重庆和全球的
IT、医疗、汽车、航天等领域，产
品覆盖从个人消费品、人工智
能、工业制造、航空航天等领
域。”深圳市正和东泰控股有限
公司总经理罗季义说。

在他的愿景中，该项目将为
重庆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争
取3到5年让重庆在全球工业化
增材制造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在蔡家打造智慧新城的宏
大篇章刚刚开始叙事的时候，以
正和东泰为代表的龙头项目的
到来，无疑为蔡家增添了底气。

此前，2019年北碚区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蔡家组
团为主体，围绕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两大主题，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
服务贸易等新兴产业，高水平建
设产业兴旺、万物互联、生态宜
居的现代化智慧新城。

而一座智慧的新城，必然需
要智能的产业做支撑。2018年
北碚区提出，到2020年努力建
成全国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和
大数据应用示范城区。在北碚
的智能产业布局蓝图上，蔡家组
团（同兴工业园）同样是一个重
要区域。由此可见，智能、智造，
必须成为蔡家产业发展的核心
关键词。

目前，重点围绕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两大主题，不断加
大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工业互

联网、服务贸易等新兴智慧产业
招商引资力度，各类“智造”项目
已经在蔡家遍地开花——

颜宏齿轮厂的车间内，随着
机械手臂的灵活转动、设备屏显
上数字的飞快跳动，“智能化”的
气息扑面而来。每天，约有16万
根电机枢轴从这里产出，它们将
被送至世界各地的加工厂，成为
汽车身体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华安钢宝利工厂生产线，3台
庞大的机器每天要“吃掉”约200
吨钢卷，再“吐”出约150吨激光
拼焊板。经过落料、激光去镀层、
激光电焊等工序的考验，这批材
料将构造起豪车的外壳；

康华瑞明公司的设备室内，
全自动眼底照相机只需一指触
控，即可拍摄出2410万超高像
素的真实眼底图像……

智能化不仅提升了生产效
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蔡家
的传统产业完成了结构升级。
过去一年，蔡家招商引资在聚焦
聚力中量质齐升。全年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金额391.48亿元，引
进中外500强企业5家。

聚焦产业智能化，接下来，
蔡家将在原有产业基础上依托

力帆汽车、四联集团、重材院等
支柱企业，重点发展智能汽车、
物联网、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推
动传统制造业生产车间、生产线
的智能改造升级，并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为其
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就在 3 月 6 日，蔡家组团
（同兴工业园区）管委会与融恒
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澳门
德国商会就中德（重庆北碚）数

字生态城项目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将携手在北碚区打造
中德（重庆北碚）数字生态城，
加强在智慧园区、智慧交通和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并探
讨在渝设立智慧城市数字化平
台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智能制
造创新平台。

类似项目的到来，都将助力
蔡家智慧产业进一步强化，进而
为智慧新城建设夯实平台。

要高水平建设产业兴旺、万物
互联、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智慧新
城，需要优渥的软环境。

横河川仪的负责人段志至今
记得，2018年5月的一天，他急匆
匆地给园区管委会打去电话：厂区
内纯水站发现异常，给水管网突然
出现了污水，纯水净化设备被污
染，整个生产线面临停产危险。

“这通电话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打的，没想到他们立即派来师傅
抢修。”就在当天中午12点，生产
线重新开始忙碌起来，段志悬着的
心终于落下。

当好服务项目建设的“店小
二”，蔡家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事
无巨细。蔡同园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称，为持续推进集中走访精准
服务民营企业，管委会在建立长效
机制上进行了探索。成立园区输
配电企业联盟、建立“1+N”问题解
决工作机制……园区牵头，部门用
力，蔡家多措并举，力求解决企业
进场前、施工中、投产后的各种问
题。

“园区为我们建立了微信群，
工商、税务等多部门工作人员都在
群里，企业不用反复跑路，不到10天就办齐
了证照。”近日，说起新能源研究公司成立过
程，力帆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蔡同园区的高效
服务记忆犹新。

这是蔡同园区深化“放管服”改革，企业
获益的一个缩影。为了找准民营经济发展的

“痛点”“堵点”，去年4月，北碚区专门召开民
营经济发展工作推进会，“最多跑一次”“马上
就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多项改革
鸣枪起跑，这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揽子新政
实施后，引来众多企业点赞，营商环境的改善
也提振了企业信心，给市场增添了活力。

2018年以来，蔡同园区管委会走访企业
共收集问题137个，现场解决问题28个，协
同市、区级部门解决问题106个，有效解决了
华安钢宝利、力华亘金、卡斯马二期、海斯坦
普三期、中铁建、航天云网等30余个项目建
设手续办理、进场施工、水电配套等问题，力
促项目快速落地见效。

不仅如此，蔡家还把目光瞄向境外资本
市场，拓展区内融资平台和重点项目融资渠
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自贸试验区公共
服务领域。

聚焦产业智能化，“智造”项目遍地开花

谋划生活智慧化，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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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产业的蓬勃兴起，
蔡家开启的，实际上是智慧新城
建设的宏大叙事。

什么是智慧新城？根据当
前国内外被广泛认同的智慧城
市理论，它是指把新一代信息技
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
之中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
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
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
量。

这些显著特征，除了有产业
来支撑，还将体现在蔡家的智慧
生活上。

一座看似普通的灯杆，能够
聪明到什么程度？未来的蔡家
会给你答案——

在蔡家规划建设的智慧城
市中，“智慧灯杆”是实现园区最
后100米接入的重要基础设施。
它除了具有照明功能外，还将集
成 充 电 桩、视 频 监 控、无 线
WIFI、广告电子屏、公共广播、环
境监测等强大功能。

不仅是灯杆，未来蔡家的垃
圾桶也会是智能的：不但开关盖
子可以自动感应，甚至垃圾的存
储量都是有感应的，一旦显示红
色，即可进行有针对性地收集清
运。

更为高级的是，因为科技植
入，供市民休憩的坐凳可以根据

不同人群自动调节高度，还可根
据气温调节温度，真正做到了细
致入微的人性关怀……

这些“高配”的智慧生活，将
结合智慧新城的建设逐步推进、
分步实施。而就当下来说，更重
要的是需要有生态宜居的城市环
境，不断提升的城市品质打基础。

蔡家紧邻中梁山及嘉陵江，
具有天然的山景、江景、湖景资
源优势，一面靠山、三面环水的
自然环境，为其“生态宜居的现
代化智慧新城”建设创造了无可
比拟的先决条件。

19公里的江岸线，是蔡家得

天独厚的滨水资源。依托这条
岸线，蔡家将建成不同主题的滨
江公园，且既独立又关联。目
前，在已建成的蔡家中央森林公
园、观音岩公园、新寨子公园等
10个公园基础上，蔡家将进一步
完善环境配套，新建水库公园、
山地公园等13座市民公园，面积
近2000亩，这13个公园涵盖了
游园、生态公园、社区公园等不
同种类的城市公园，使之成为蔡
家最具活力、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城市玉带”。

打造“公园之城”只是蔡家
城市品质提升工程的一个开

端。从蔡家五彩滨江公园二期
的看台上望出去，位于马鞍石大
桥与轨道6号线嘉陵江大桥之间
的蔡家大桥正在施工建设，该桥
全长3.42公里，北起代家院子立
交，南至礼嘉片区礼白路，是主
城区开工建设的第36座特大型
跨江大桥，串联起蔡家和礼嘉两
大核心组团。

过去一年，类似蔡家大桥这
样的重量级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五横六纵一环线”的蔡家主
干路网，有序实施。与此同时，
26条市政道路和10余处重要节
点的市政设施提档升级品质工程

相继完成。一大批中小学建设工
程也得到稳步推进……城市提
质，让蔡家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据介绍，聚焦智慧新城的打
造，2019年，蔡家将持续着力保
障重点惠民工程建设，预计完成
朝阳小学蔡家校区、北碚区蔡家
组团公共租赁住房中学、一横线
歇马隧道蔡家东引道工程等8个
民生项目。

同时，抓好内外交通和市政
配套管网等建设，计划完成市政
道路13.9公里，新开工道路5.4
公里……

“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
中，有条件的都将结合智慧城市
的标准提升改造。”蔡家组团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不同的
方向发力，蔡家城市提升的
核心目标就是打造智
慧新城，不断提升
城市承载能力、
有效推进生态
文 明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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