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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协同创新
区位于两江新区龙盛片
区御临河东侧，紧邻铁路
东环线龙盛站，总占地10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规划
6.8平方公里。建成后，
将会涵盖1个1000亩以上
的城市级公园、4处200
亩以上的区级公园和10
余处社区级绿地。

未来协同创新区将
成为重庆科技创新的重要
承载地、展示地、体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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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两江新区打造长江上游创新
中心“极核”，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总体
城市设计初步确定。这是重庆日报记
者3月27日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规
划建设专家咨询会议上获悉的。两江
新区有关负责人称，目前两江协同创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启动。

位于龙盛片区
占地10平方公里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位于两江新
区龙盛片区御临河东侧，紧邻铁路东
环线龙盛站，总占地10平方公里，其
中核心规划6.8平方公里。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
协同创新区是两江新区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
求，积极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
集聚全球一流创新资源，加快建设长
江上游地区创新中心的重大举措，协
同创新区将按照坚持新发展理念，引
领区域新发展；坚持生态优先，践行绿
色发展；坚持文化引领，提升人文内
涵；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共建共享的四
大原则规划建设，未来将成为重庆科

技创新的重要承载地、展示地、体验
地。

国际一流设计机构
描绘建设蓝图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两江
协同创新区由国际一流设计机构描绘
建设蓝图，其总体规划由英国查普门
泰勒公司全球董事克里斯·兰克斯伯
里先生担任主创设计师，他曾担任英
国伦敦BBC媒体城、上海前滩媒体
城、上海环球港等多个国际性重要区
域及项目的主创设计师。

克里斯·兰克斯伯里介绍，本次协
同创新区规划设计坚持以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重庆特色、高点定位，着眼
于未来科技创新强调“共享、联系、交
流、交往”的需求，着力突出打造“产城
景”融合的创新转化产业高地、绿色智
慧的未来之城、山清水秀的生态之地、
活力多元的人文之地。

拥有5个公园
90%以上公交+步行可达

根据查普门泰勒公司编制的协同
创新区总体城市设计方案，协同创新
区围绕山清水秀、开放共享、多元体
验、绿色智能等关键点，将在未来成为
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创新中心的重
要空间载体。

首先，作为两江新区重点打造的

创新平台之一，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
将结合当地自然山水、历史人文、公共
设施等资源，打造山清水秀的空间组
织结构。两江新区特地邀请了专业机
构对用地条件、土壤类型、动植物资
源、水文条件等要素进行了详细调研
和分析，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全域地
形地貌进行评估，以此划界保护了10
处山峰、3条山脊、1处崖壁、1处山谷
和3条溪谷。协同创新区建成后，将
会涵盖1个1000亩以上的城市级公
园、4处200亩以上的区级公园和10
余处社区级绿地，总绿地面积将超过
2000亩。

绿色智慧也将是协同创新区建设
的重点领域。据介绍，建成后的两江协
同创新区区内将实现90%以上公交+
步行绿色出行。在这里，总长度约20
公里的2条智轨线路将会贯穿全区，供
区内各组团间快速通达。同时，两江新
区还规划了6个TOD（transit-orient-
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的开发）节点，与城市轨道8号线、15号
线以及铁路东环线龙盛站便捷换乘，满
足与区域外的便捷联系。

在开放共享方面，两江新区将营建
一个开放、共享、可增长的新型园区，其
中包括7个产、学、研、生活功能混合组
团，同时配置城市、组团、社区3级公共
服务体系，强调人性化设施配置，将为
区内科技人群提供包括国际化交往、科
技转化、医疗健康、基础教育、生活配
套、长租公寓等全方位服务。

此外，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注重
营造多元活力的环境氛围，将围绕园
区创新产业，举办国际论坛、学术交
流、科技成果发布等特色主题活动，同
时结合区域科技创新的氛围特点，举
办人工智能、机器人竞赛、电子竞技等
科技体验活动。此外，注重年轻科技
人群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将利用独特
的山水景观资源，组织开展山地自行
车、协同彩跑、水上皮划艇等协同体育
运动活动，充分激发该区域的活力。

占地10平方公里有5个公园，2条智轨线路贯穿全区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设计初步确定

饶及人认为重庆两江协同创新
区在规划建设时应注重多元化，让
居民有更多选择性，才能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他说，经过直辖后多年发展，重
庆“新旧并存”，是快节奏和慢节奏
共有的一座城市。因为重庆是一个
很重要的区域中心，所以发展要快
速，但是重庆地域很广，有很多好的
环境，就需要慢生活。快的生活带
来的是生活效率，慢的生活带来的
是情趣。

“之前我跟上海提出要快慢结
合，他们就做得很好，黄浦江两边都
是绿地。”饶及人说，重庆也有两江
绿岸，而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重庆
可以做几个生态示范基地，研究好
一边保护，一边适当开发的策略，让

人才觉得这个城市很好，吸引他们
留下来。

协同创新区应该考虑“我要去
吸引谁”，这好比请客，一定要想办
法迎合客人口味和喜好，这样才能
吸引客人留下来，否则客人待不住
就走了，城市设计也是这个道理。

两江新区拥有非常好的水土
资源、物流资源等，城市设计上也
应做得更好。饶及人说，“很多事
情都不要急，要循序渐进，将城市
建设起来，不要把空地都盖满房
子，因为环境是很重要的，而且要
不断完善生活配套设施，不要生
活在一片区域，工作在另一片区
域。建设城市一定要注重多元
化，要让居民有更多选择性，要记
住‘花香自有蝴蝶来’。”

美国与中国龙安集团董事长饶及人：

记住“花香自有蝴蝶来”
注重多元化 让居民有更多选择性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高岩认为，重庆两江协同创新
区可以学习北欧创新经验，重视引
进小微企业中的“独角兽”公司。

他说，目前国内的创新区域有
很多成功案例，如中关村、武汉光谷
等，他们的发展方式，不一定能为重
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所借鉴，因为从
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项目
（包括协同创新区）都应该解决定位
问题，而定位就是根据客户需求和
竞争者的特色，塑造自己的与众不
同。所以，协同创新区的发展不是

“趋同”而是“求异”。
高岩认为，瑞典、芬兰、丹麦

等北欧国家在高新技术、航天、环

保、医疗、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领域符合
两江新区的产业定位，而北欧创
新最活跃的主体大部分是小微企
业，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依托重
庆，乃至中国西南地区这样一个
大市场，对市场空间有限的北欧
中小企业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

高岩表示，重庆举办的智博会
是非常好的引智平台，重庆两江协
同创新区要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做好
营销扩大影响，尽快从包括北欧在
内的创新热点区域引进“独角兽”企
业，以及有潜力的创新团队，为协同
创新区积蓄项目和人才资源。

营销学教授、原中国企业家协会培训委员会委员高岩：

学习北欧创新经验
重视引进小微企业中的“独角兽”公司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效果图。
（两江新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罗芸）3月27日，
沙坪坝区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涉及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国际物流、康
复医疗等领域的9个项目总投资达284
亿元。

“我们实行单月签约，双月开工。
因此，这是沙坪坝今年第二次集中签约
活动。”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今年1月举行的签约活动中，9个项目

投资金额也达到了190亿元。
此次签约涉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包

括旗探总部经济暨智能物联研究院、德
润俊医学转化产业研究院暨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基地、摩尔装配建筑总部，总投资
额达到123亿元；涉及的数字经济项目
包括新经济数字产业园、绿康档案大数
据管理创新创业中心，总投资额达到
111亿元；涉及国际物流业的项目有捷

嘉（重庆）冷链进口平台、中林国际木材
进口集散中心，总投资额为15亿元；涉
及康复医疗的项目包括中美海吉亚医院
国际医疗、鑫和医院，总投资额35亿元。

“去年我们签约的工业研发制造类
项目投资占比为44%，今年已上升到
50%以上。”该负责人表示，这表明沙坪
坝工业类项目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
有了进一步提升。

沙坪坝区集中签约9个项目总投资284亿元

“我们集中签约的项目数量不多，
但都投资力度大，意义也不小——这些
项目的引入，都是围绕着把资源‘势能’
转化为发展‘动能’进行的。”3月27日，
在今年沙坪坝区第二次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上，该区有关负责人说。

作为全市的开放窗口和创新高地，
沙坪坝区紧紧围绕我市建设国际陆海
新通道等目标，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确立为两大主攻方向。通过目标
明确的招商引资活动，沙坪坝区逐步补
强已有产业链，并依托优势延伸新兴产
业链，最终形成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

补强已有产业链条

血管介入术是近年来兴起的治疗
癌症的手术方法，效果较好，但对使用
的手术工具材料要求非常高。此次签
约的北京德润科技公司，其拳头产品就
是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的温度敏感
型液体栓塞剂。该公司将投资25亿
元，在沙坪坝进行液体栓塞剂、SIS生物
补片、门静脉分流器、防辐射手套等三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补齐
沙坪坝区在高新医疗器械产业方面的
拼图。

此外，天津捷嘉物流公司将开展冻
肉及水产品进口代理、报关报检、国内
分拨等服务，填补重庆铁路口岸冷链产
品进口代理商的空白，与已在该区建成
的整车进口口岸、国际邮件交换中心、
进境水生动物隔离舍，以及获批的重庆
生物制品口岸和首次药品进口口岸等
一起，促进重庆铁路口岸国际物流枢纽
功能的发挥和口岸经济发展。

“引入的这些企业，都是立足于我
们已有的优势产业链，逐一实现‘补齐’

‘补强’。”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包
括去年引入的北京中科慧眼“双目3D
实时探测镜头”研发、生产项目，以及为
境内外国际物流主体提供降低传统跨
境支付成本的锦程物流网络等，均是围
绕着该区已有的先进制造业、国际物流
业进行“补强”。

延伸新兴产业链

依托既有优势，通过引入企业引进

全新的产业链条，也是该区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电竞是数字经济中的“热门”。凭
借大学城人才济济、“粉丝”扎堆的优
势，新经济数字产业园落户沙坪坝。该
项目将以多功能电竞中心为载体，带动
数字娱乐从软硬件开发制作到粉丝经
济全产业链的集聚发展。

5G时代的到来将把物联网发展推
上高峰。为此，沙坪坝以区内雄厚的
信息产业为基础，引入旗探科技建设
总部基地暨智能物联研究院。该项目
借助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高端研发人
才，研究下一代物联网技术及应用，并
通过生产基地实现技术的“变现”，从
而实现物联网从研发到生产的产业链
全覆盖。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林林
产品公司将利用沙坪坝自由贸易区、
铁路口岸和西永综保区等国家级开放
平台，建设辐射全国的木材进口销售
产业链。“我们近期将在重庆30个区
县发展500万亩储备林基地，让重庆
的森林成为‘绿色银行’。”该公司负

责人表示。
“我们围绕沙坪坝已有的先进产业

集群、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科教名城
的优势，通过引入企业引进新的产业
链，既是对优势资源的开发，也是对已
有产业的深化。”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

原有优势获进一步强化

凭借优势引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
入驻、投产，又进一步强化了沙坪坝区
的资源优势。

据了解，该区通过引入中国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重庆研究院、大千振宇工业
级3D打印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等各
类创新要素，构建起研发机构、工业设
计、模具制造、检验检测为一体的“创新
生态圈”，原有的先进制造业优势得到
进一步增强。

同时，通过引进中电光谷、中国科
技开发院等产业运营、孵化和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柔性引进院士11人、研发人
员600余人到沙坪坝创新、创业、生活，
初步形成“科研主体+转化平台+高端
人才”的创新生态链，使沙坪坝的人才
优势进一步凸显，为进一步吸引相关产
业企业进入营造了良好氛围。

“通过着力营造创新生态、集聚创
新要素、推动创新转化，沙坪坝正在将
资源的‘势能’转化为发展的‘动能’，成
为重庆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
一。”该区负责人表示。

补强已有产业链 延伸新兴产业链
沙坪坝区将资源“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李秋晨）3月27日，长寿经开区
入驻企业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F11高性能玻纤智造生产线成功
点火，该项目从去年6月26日签约至
今仅仅9个月便建成投产，创造了长
寿经开区工业项目建设新速度。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项目快速
投产保驾护航。”长寿经开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8年，长寿经开区率先实
施了行政审批首席代表制，区发改委、
规划局、国土房管局、城乡建委派驻首
席代表进驻长寿经开区，以授权委托
方式开展长寿经开区入驻企业建设项
目的行政审批工作，企业建设项目审
批效率较改革前提升2/3，为工业项
目建设装上了“新引擎”。重庆国际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项目即为试
点告知承诺项目，长寿经开区仅用了
30个工作日就办理完成了项目建设
行政审批手续，助推了项目加快建成
投产。

玻璃纤维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
机非金属材料。与普通无碱玻璃纤
维相比，高强度高模量玻璃纤维具有
拉伸性强、抗冲击性能好、化学稳定
性和抗疲劳性好、耐高温等特点，广
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兵器、舰船、化
工等领域。

据悉，该项目将年产11万吨高模
量玻纤，项目首批产品将用于风电市
场，用于制造长度更长、强度更高、质
量更轻的风机叶片。重庆也将成为国
内最大的高模量玻纤材料生产基地。

国内最大高模量玻纤材料
生产线在长寿区投产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 27
日，位于渝北区的重庆创新经济走廊
举行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本次集
中开工项目14个，包括大江北辰充电
桩、神源机器人、磐古医疗、再升科技
航空飞机专用保温绝热材料、卓能宏
光等，总占地面积约600亩，总投资约
47.5亿元，建成达产后年产值约96亿
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几个智能制造
项目非常吸引眼球。其中，总投资6
亿元的大江北辰项目是渝北区首家
充电桩自主生产企业，将主要打造基
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站）研发、生
产、展示、服务基地，达产年产值13
亿元。

大江北辰公司总经理胡皓南介
绍，充电桩项目引进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技术，聚焦民用市场开发。
预计明年春节前后一期近2.4万平方
米厂房建成，预计在明年投放5000-
10000个充电桩，布点在我市新建住
宅小区、公共区域、政府机关等地，为
我市新能源汽车续航。

在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也有
不少“老面孔”，他们纷纷推出了新项
目。新建占地68亩的厂房用于航空
飞机专用保温绝热材料及干净空气净
化单元和PTFE空气净化材料的生产
制造，这是主板上市企业再升科技公
司扩大产能的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3.4亿元，达产年产值10亿元。知名
医疗设备企业金山科技公司实施二期
扩建，用于研发、制造智能及网络化的
高端医疗设备，项目总投资3.5亿元，
达产年增加产值8亿元。

重庆创新经济走廊14项目集中开工
明年有望在市内投放5000-1000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为汲取更多行业专家、设计大师的丰富经验和
智慧，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协同创新区，两江
新区聘请了多位国内专家学者组成专家智库，将长
期为协同创新区规划、建设、运营及管理提供咨询
和建议。昨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位
专家，听听他们对协同创新区有何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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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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