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中心：63907104（传真） 63907131 63907102 广告经营中心：63907707 63907714 编辑出版中心：63907179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63907181 63907224 SZSHZX11@163.COM

3
责编 许阳 美编 何洪

2019年6月 19日 星期三

CHONGQING DAILY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18）

记者手记

充分用好“四大优势”助力发挥“三个作用”
——访渝北区委书记唐川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希望重庆全面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近日，渝北区委书记唐川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渝北区将充分用好自身区位、生态、产业、体制这“四大优
势”，助力发挥好“三个作用”，切实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
全局添彩。

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
势、体制优势较为突出

重庆日报：助力发挥好“三个作
用”，渝北有哪些优势？

唐川：渝北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空
中门户和两江新区开发建设的主战场，
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体制优
势较为突出。

从区位来看，渝北是重庆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的前沿阵地，拥有江北国际机
场、火车北站两大交通枢纽，紧邻寸滩
码头，境内有4条干线铁路、8条高速公
路、7条轨道交通，“空、铁、水、公、轨”
五位一体的现代交通体系发达。同时，
渝北还是西部地区首个国家临空经济
示范区，是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承
载地，拥有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悦来
国际博览中心、龙兴工业园等众多市级
开放平台，开放优势得天独厚。

从生态来看，渝北是西部首个国家
文明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森林覆
盖率、绿化覆盖率位列主城前列，重庆
中央公园、碧津公园等100多个大小公
园星罗棋布，先后荣获全国环境保护模
范城区、国家卫生区、国家园林城区等
30多项国家级殊荣。另外，渝北拥有
500多平方公里的“四山”保护区，长
江、嘉陵江流经境内长达50公里，有御
临河、后河两条次级河流，是三峡库区
和主城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地位重
要，生态作用关键。

从产业来看，渝北是全市最大的汽
车制造业基地、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
地和进出口基地，已形成汽车摩托车、
电子设备、通用装备、智能终端等主导
产业，汽车和笔电产量分别占全市一半
和1/3。近年来，新引进了OPPO、中光
电、传音等智能终端企业，2018年手机
产量突破7000万台。同时，渝北也是
主城新兴的商贸大区、美食名区、会展
新区，商务会展、总部金融、现代物流等
新的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

从体制来看，渝北既有直辖市精简高
效的运行机制，又有与两江新区融合发展
的联动机制。同时，渝北还有着主城面积
最大的城市建成区和1000多平方公里的
广袤农村，是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的典型“缩影”，在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上渝北大有希望、大有作为。

筑牢绿色屏障，发展绿色产业

重庆日报：渝北如何为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贡献力量？
唐川：一是要努力成为重庆在推进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的
“重要支柱”。下一步，我们将在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打好

“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十项行动计
划”，切实增强渝北的综合实力和支撑
服务能力。二是要努力成为重庆在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的

“枢纽门户”。借力枢纽、口岸、保税港
等优势，高标准打造国际物流分拨中心
和内陆开放空中门户，助推重庆国际门
户枢纽城市建设。三是要努力成为重
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
示范作用的“生态样板”。在筑牢绿色
屏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完
善绿色体制、培育绿色文化上协同发
力，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渝北。

建设新兴战略产业，打造千
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重庆日报：渝北有哪些具体举措？
唐川：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狠下功

夫：第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传统产业方面，支持长安福特、长安汽
车尽快调整产品结构，推出新车型，积
极帮助区内笔电企业增加订单。同时，
用好用活区里每年安排的2亿元技改
扶持资金，加快推进一批中小工业企业
智能化改造项目。新兴战略产业方面，
打造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培育千
亿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打造千亿
级两江国际商务中心，打造千亿级现代
消费走廊，打造千亿级航空物流园等

“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内陆开放。一

是构建大枢纽，大力支持机场第四跑道
及T3B航站楼建设，打造国际航空枢
纽。二是拓展大通道，加快铁路东环线
和洛碛港口建设，加速高速路网和骨干
道路建设，与中欧班列（重庆）、长江黄
金水道无缝连接，构建空铁水公多式联
运体系。三是完善大口岸，启动建设进
出口水果智慧交易中心，加快完善特色
进口商品分销体系。四是提升大平台，
高标准打造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好中
新航空产业园和中新国际数据通道集
中展示区。五是强化大招商。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大力发展新型开放
主体，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注入新
动能、增添新动力。

第三，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乡
村振兴方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和“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
动；加快培育壮大特色高效农业产业，
优化提升“三环十景”乡村旅游线路，促
进农旅融合发展；抓好“三社”融合促

“三变”改革，持续用力壮大集体经济。
同时确保全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如
期实现稳定脱贫。城市提升方面，高水
平编制渝北区2035年国土空间规划大
纲，加快推进城市主干道建设，集中力
量打通21条城市“断头路”，建设一批
人行过街设施和公共停车场，切实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等问题；严格
管控重要片区的建筑形态与城市风
貌，加快推进老旧片区征收改造，实施
5个片区雨污分流及路面、人行道、行
道树综合改造，进一步提升市政设施
品质和城区环境；优化配置幼儿园、中
小学等教育设施，提速推进区人民医
院、区中医院“三甲”项目等重点项目，
加快推进城市公园和山城步道建设，不
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加快建设城市管
理大数据中心，深入实行垃圾分类，努
力让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舒心、
美好。

第四，坚定不移抓好生态文明建
设。一是全力筑牢主城重要生态屏
障。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加强
长江、嘉陵江、御临河等水系生态涵养
带和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山系生态
屏障保护，坚决整治“四山”生态破坏和
农地非农化问题，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修复，严守401.18平方公里生态保
护红线。二是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宁静、绿地、
田园“五大环保行动”，力争今年成功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三是全
力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实施10万亩生
态林、10万亩经果林“双十万工程”，力
争到2022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5％。

2007年成立、2015年上市、年出
口增长率达30%、今年第一季度实现
销售收入2.887亿元、业务覆盖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非常时期打开美国
市场……

再升科技的“成长”之路为啥这
么快？郭茂说，除了企业自身重视
创新发展外，最重要的是渝北的”四
大优势”助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前
沿阵地、“空、铁、水、公、轨”五位一
体的现代交通体系、西部地区首个
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重庆自贸试
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重要承载地、保税港区空
港功能区、悦来国际博览中心、龙
兴工业园……

众多的市级开放平台、得天独

厚的开放优势，渝北拥有区位、生
态、产业、体制等“四大优势”。在渝
北采访，记者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资
源优势正转化成发展优势、经济优
势，从而助推高质量发展。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渝北会
充分用好“四大优势”助力发挥“三
个作用”，一定会做到既为一域争
光、又为全局添彩。

发挥优势助推高质量发展
□彭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不
久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再升科技）与总部位于美国
田纳西州的全球电池隔膜巨头Mi-
croporous（简称 MP 公司）签订高
性能电池隔膜的排他性战略合作协
议。

位于渝北区的再升科技是能够
同时制造玻纤滤料、熔喷滤料和PT-
FE膜三大主要空气过滤材料的专业
公司；同时在高效节能方面，该公司
拥有航空航天级隔音绝热技术和自
主知识产权，可广泛服务于商用飞
机、高铁、船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创新让我们走上了高速发展
之路。”再升科技董事长郭茂介绍，

再升科技2007年成立、2015年上
市，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去年，该公司实现
销售收入10.95亿元。今年第一季
度实现销售收入2.887亿元，同期增
长30.30%。“业务覆盖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年出口增长率达30%。”

据了解，再升科技拥有重庆纤
维研究院和重庆造纸工业研究设计
院，其中重庆纤维研究院已汇集包
括院士1名、海外专家6名。双重科
研团队的互补协作，为整个企业的
创新提供持续动力，获得大量科研
成果。

目前，再升科技已获得专利97
项，其中发明专利54项，并承担国

家级项目4项，市级项目4项。同时
公司还拥有西部制造中心、苏州制
造中心和深圳制造中心等三大制造
中心，应对不断增长的干净空气、高
效节能市场。

郭茂称，MP作为全球PE电池
隔膜领导者，导入多家全球知名电
池企业供应体系数十载，品牌优势
显著，市场资源丰富，创新实力雄
厚。他告诉记者，再升科技的高比
表面积电池隔膜募投项目已投入使
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此次与MP
的战略合作将成为再升科技占领欧
美电池(SST)高端市场，实现高性能
电池隔膜全球布局的基石，有利于
共建高性能电池隔膜的繁荣盛世。

再升科技年出口增长率达30%

江北国际机场全景。 许可 摄

（上接1版）
另一家企业，节省得更多。成渝钒

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科副科长温元杰
告诉记者：“我们厂在四川威远，通过果
园港水铁联运，比以前公路运输每吨节
省80元，一年250万吨运量，算下来可
节省成本2亿元。”

两江新区成立之初，曾被喻为“新
十年西部大开发开篇之作”；而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中，重庆正努力发挥支撑作
用，两江新区奋勇争当“先锋军”。

5月16日，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简称西洽会）在国博中
心举行。作为西洽会承办地，两江新区
全力做好会务工作，确保总额5497.8亿
元的271个国内外项目在西洽会上成
功签约。

“当下，两江新区又全力投入第二
届智博会的筹备当中。”两江新区管委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区已组建
专门的工作小组，借鉴上海、广州、深圳
等大型展会举办经验，按照打造国际会
展聚集区、生态示范先行区和国际交往
湾区的目标，实施和规划了一批新、改、
扩建项目。

“先锋军”不仅为重庆服务西部大
开发搭好台，还带头与西部城市开展合
作，共同发展。

5月6日，两江新区与广安市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助推川渝合

作。双方约定，将通过经贸交流、资源
利用、产业对接等方式，扩大两地在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电子信息制造、生物
医药、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商贸物
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4月23日，广西党政代表团来渝考
察，到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展示中
心、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长安汽车两
江二工厂、果园港多式联运示范基地等
地了解情况。

今年3月，重庆出台《渝黔合作先行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根据《方案》，两
江新区将与贵安新区携手，打造渝黔合
作“极点”，牵引渝南黔北承外接内，成
为辐射全国的重要战略区域。

五港交汇深度服务“一带一路”
创造内陆开放新优势

在中法之间做红酒生意逾7年的余
迪，最近有了新买卖——在重庆保税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的斯里兰卡特色商品
馆销售斯里兰卡红茶。

展示交易中心设有15个国家特色
商品馆，开业以来吸引中国西南地区乃
至全国客商到此采购。

俄罗斯冰激淋、格鲁吉亚红酒、意
大利皮革制品、肯尼亚手工装饰品……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
品，沿着跨境铁路网、长江黄金水道、

“陆海新通道”、国际航空线路源源不断
抵达两江新区，“微缩版”的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天天在这里上演。

这，仅仅是两江新区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一个缩影。

两江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
开放新区，位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正充分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
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以及果园港、保
税港区等重要开放平台，深入推进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当好全市扩大开放排头
兵。

重庆正努力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带动作用，两江新区集中打
造的“果园港、保税港、铁路港、空港、信
息港”五港交汇，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口岸高地、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创
造了新优势。

今年2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
批复同意建设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根据建设规划，该通
道初期开通带宽260G，覆盖重庆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六大园区，主要服
务对象为与中新合作相关的金融服

务、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类
企业。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是互联互通的有益探索，将重点解
决信息互联互通的问题。”两江新区自
贸办（中新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两江新区深化国际合作的一
个缩影。在国际合作平台方面，随着
2018年底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中以
（重庆两江）产业园的先后开园，两江新
区已先后打造了6个国际合作平台。加
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两江新区的国际
合作正朝着纵深方向迈进。

截至目前，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核心承载地的两江新区，已累计签约中
新合作项目49个，投资金额118亿美
元。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还先后出台
《两江新区加快推进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方案》和《两江新区国际合作产业园布
局规划》等，提出要打造“一心、多园、三
区”的国际合作空间布局，进一步加强
与新加坡、德国等国的经贸合作，营造
外资、外企、外籍人才集聚的开放新高
地。

全面启动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明年实现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8％

6月5日，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校区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开工。

根据规划，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将注重“山水精神”，把自然、生态、环
保、智能化等理念融合在校区建设中。

重庆正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两江新区努力
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强化

“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
为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促进工

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两江新区启动
了《工 业 绿 色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

根据该计划，到2020年，两江新区
将建设以绿色工厂、绿色园区为重点的
市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15家（其中
绿色工厂12家），开展60家以汽车、电
子、机械、化工等为重点行业领域的清
洁生产单位审核。

为达到上述目标，两江新区将从建
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开发绿色
设计产品、打造绿色供应链等8个方面
发力，建设重庆市工业绿色发展先进示
范新区。

两江新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未来将大力推进产业绿色

升级发展，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工
程，培育和推动绿色生态的大数据、大
健康、大环保、大教育产业集群化和规
模化发展，直管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将达20%，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将达50%以上。

同时，两江新区实施低碳循环再
生工程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程，把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贯穿到生
产的各环节和全流程，实行能源、水资
源、建设用地等资源的总量和强度双
控行动，到2020年，新区单位GDP能
源消耗累计降低8％，万元GDP用水量
下降10％。

两江新区不仅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城市建设也处处见绿。

近期，两江新区兴竹公园、兴乐体
育文化公园、复兴场体育文化公园等一
批公园陆续建成，面向市民开放。目
前，区域内已有包括照母山森林公园、
园博园、九曲河湿地公园等在内的104
个公园，在建公园56个。到2020年，两
江新区还将全面完成金海湾公园、金洲
公园等17个公园建设。

而根据新区发布的《实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
2020年，两江新区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
到45%，森林覆盖率（1200平方公里）达
到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含生态绿
地公园）达到16平方米/人。

两江新区当好重庆扩大开放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