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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要求，要更加
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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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主阵地’和‘前沿窗
口’。”近日，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他们将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抓好国家货运
机场、国家高新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等“三件大
事”，做好一头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等“四篇文
章”，加快建设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为推进成渝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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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深化川渝合作 加快建设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
——访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

本报记者 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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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中部塌陷区”变为
“桥梁纽带”

重庆日报：曹书记，今年7月
9 日至 10 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
赴四川省学习考察，并签署《深化
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重点工作方案》《关于合作共
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
框架协议》等“2+16”系列合作协
议，这对荣昌发展将带来怎样的
机遇？

曹清尧：此次学习考察既是
学习取经之行，也是深化合作之
旅，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指导意见的具体行动，开
启了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推动川渝合作走深走实的新
篇章，对两地携手打造内陆开放
经济高地、携手拓展开放新空间、
合力打造现代产业发展高地、切
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断
增进两地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
义；对位居成渝两地“黄金结合
点”上的荣昌区，更是提供了重要
的发展机遇。

过去，基于重庆主城和成都
市区两座特大城市强大的吸附能
力和扎实的发展基础，核心城市
背向发展，出现了“两头大、中间
小”的“哑铃式”发展结构，也就是

“中部塌陷”现象。而位处川渝交
界处的荣昌，正好位于“中部塌陷
区”。

为此，荣昌一直积极主动推
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2017年，荣昌区发起举行的渝西
川东经济社会发展协作，共有13
个市区县参会，共签订79项发展
合作协议。2019年，荣昌主动与
内江、泸州、永川等市、区联系，签
署了《深化川渝合作推动内泸荣
永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等3
个协议，成为此次“2+16”系列合

作协议中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内泸荣永4地将围绕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国际物流枢
纽、共筑成渝城市群重要战略支
点目标，从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区域
协同创新等方面全面展开深入合
作，包括荣昌在内的“中部塌陷
区”将会成为推动成渝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重要的“桥梁纽带”，加
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以荣昌国家货运
枢纽机场为龙头的多式联运

重庆日报：能否具体谈一下，
荣昌打算如何把“中部塌陷区”变
为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桥
梁纽带”？

曹清尧：具体而言，我们就是
从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找方
向、找动力、找位置，更加深入地
思考如何“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然后在此基础上

“钉钉子”“挂篮子”，将“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
个作用”落实在荣昌大地上。

我们钉的“钉子”、挂的“篮
子”就是大力推进国家高新区、国
家货运机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
心等“三件大事”。

荣昌高新区已在去年升级为
国家高新区，这是我国首个以农
牧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也是一
个没有围墙的国家高新区，将为
荣昌打造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
点提供重要产业发展平台和特色
产业集群支撑。荣昌国家生猪大
数据中心已获得国务院领导重要
批示和农业农村部大力支持，荣
昌生猪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也已
挂牌运营，将打造辐射全国的国
家级平台。

荣昌国家货运机场现已成功
纳入中新互联互通12个重点项
目统筹推进，机场选址报告已通
过专家预评审，并与海航集团、中
铁集团、中建交通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获得工商银行重庆分行
100亿元贷款授信。

根据川渝合作总体框架，荣
昌还和泸州、内江达成一致意见，
利用泸州港口、自贸区优势，内江
铁路运输方面优势，加上荣昌申
报的货运机场，打造国际物流“金
三角”，建设“空、铁、公、水”立体
多式联运体系，与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无缝对接，把物流通道变
成物流园区，把物流交易变成物
流经济。

做好特色经济“四篇文章”

重庆日报：荣昌将如何深入
推进周边地区的产业协作共兴，
打造现代产业发展高地？

曹清尧：我们将深入贯彻实
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一方面
大力引进“高、新、特”项目，另一
方面将“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
与荣昌的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做
好“一头猪”“一片陶”“一匹布”

“一把扇”等特色经济发展的“四
篇文章”。

其中，在“一头猪”上，荣昌国
家生猪市场的交易量已占到全国
生猪交易总量的10%，国家生猪
大数据中心已启动建设，去年以
来还引进了重庆琪金食品集团、
紫燕集团、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辽
宁禾丰牧业公司、四川天兆畜牧
科技公司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

在“一片陶”上，荣昌已引进
唯美、惠达卫浴、金意陶陶瓷、简
一陶瓷、北京创导工业、日丰陶
瓷、科亿陶瓷等一批高端陶瓷工
业企业，跻身全国新的高端陶瓷
主产区。

在“一匹布”上，荣昌已引进
无锡尚上、无锡洪德、无锡阿邦
思、美博尔实业、重庆熙妮等一批
大型出口服装加工企业，成为成
渝地区重要的出口服装加工基
地。

下一步，荣昌将与泸州、内
江、永川4个国家级高新区探索
创新“高新区联盟”，加强产业协
作，制定互惠互促产业扶持政策，
共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地域产业
品牌。

本报讯 （记者 周雨）记者近日从荣昌区获悉，连接南
充、潼南、大足、荣昌、泸州的南渝泸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年底建
成通车，这是渝西川东地区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

南渝泸高速公路起于四川南充嘉陵区，途经武胜县、合川
区、潼南区、大足区、荣昌县、泸县，止于四川省泸州市，全长约
220公里，总投资约156亿元。该条高速公路于2016年开工，
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可覆盖沿线1220万人口。

鲜为人知的是，南渝泸高速公路是渝西川东经济社会发
展协作会结出的“果实”。2007年，荣昌发起成立渝西川东经
济社会发展协作会，并于当年在荣昌举办首次会议。在这次
会议上，参会的8个区市县签署了共同推进南渝泸高速公路
建设的协议。其原因是，成渝之间的高速公路都是东西走向，
渝西川东各区市县缺乏相互联系的便捷通道。

此后，渝西川东各区市县分头开展项目争取立项工作，并
多次召开南渝泸高速公路规划建设联席协作会议，合力推动
这项工作。2010年，南渝泸高速公路被纳入四川省高速公路
规划和重庆市高速公路规划“三环十二射七联线”规划；随后
在四川省交通厅和重庆市交委的共同努力下，该高速公路成
功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

2016年6月，南渝泸高速正式开工后，荣昌、潼南、大足、
泸县4区县签署南渝泸高速公路建设意向协议书，四方成立
工作协调机构、建立定期联系机制、统一各类赔偿标准，确保
同步推进该项目。

荣昌区交委负责人表示，南渝泸高速建成后，将与沪蓉、
成渝环线、渝蓉、渝昆等多条高速公路接驳，对完善成渝经济
区骨干路网体系，推动川渝两地，特别是渝西川东地区相邻区
县深度融合发展，拓展川渝两地经济发展空间意义重大。

渝西川东经济社会发展协作会结出硕果

南渝泸高速将于年底建成通车

这两年，荣昌区做了很多转换发展思路、开拓创
新的事。

例如，该区建起了国家生猪市场、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研发出了无菌猪、人源性抗体猪，硬是把生
猪这个古老的传统产业做成了互联网产业、大数据
产业和高精尖生物产业。

又如，该区引进唯美集团、惠达卫浴等大批高端
陶瓷工业企，使该区已沉寂数十年的陶瓷产业突然
变成新兴支柱产业。

再如，该区高新区扬长避短，避开工业总产值不
大的劣势，发挥农牧业的特色优势，快人一步地获批
为国家级高新区。

还如，该区针对不沿边、不沿江的地理劣势，想
到了在空中打开通道，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国家货
运机场，目前已在顺利推进中。

……
荣昌诸多创新之举获得了回报：去年以来，该区

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排到了全市前列。
荣昌能做到这么多快人一步的事，其根本在于

善于“钉钉子”“挂篮子”。“钉钉子”是一种战略谋划
力，也就是“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能
力，也就是结合发展大局和自身实际找方向、找位置
的能力。“挂篮子”则是一种战略执行力，通过狠抓招
商引资、狠抓营商环境、狠抓干部队伍建设，将思路
变为现实。

荣昌的这些做法，对于我市各地如何落实好“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要求，
或许会有一定启发。

要善于“钉钉子”“挂篮子”
□周雨

荣昌国家生猪市场全国生猪交易实时运行平台。 通讯员 周婧 摄

南渝泸高速公路荣昌段正在进行沥青路面上面层施工。 通讯员 孔德晋 摄

7月20日，由碧桂园集团和新丝
路集团联合主办的碧桂园2019新丝
路中国国际少儿模特大赛——重庆
赛区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重庆TMG艺
术中心隆重举行。200名优秀的小
超模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出色的
表演和稳健的台风，呈现了一场缤纷
多彩的时尚盛宴。

时尚盛宴惊艳全场
重庆赛区决赛完美落幕
活动现场人气火爆，热闹非凡，

据了解，现场的小超模们通过前期4
场复赛，凭借自身实力，从上千位选
手中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的舞台。

本次决赛的小选手们从年龄上划
分为幼儿组、少儿组、少年组3个组
别，通过潮服走秀和礼服走秀两个环
节进行比拼，最终各个组别分别评选
出冠亚季军以及十佳选手以及网络人
气冠亚季军奖，获奖选手将有机会获
得8月举行的碧桂园2019新丝路中
国国际少儿模特大赛总决赛资格。

“感谢碧桂园和新丝路给了孩子

展示的平台，也给了家长了解孩子的
机会，除了能锻炼孩子的能力，更能
让家长有机会对孩子全面认知。”特
意陪孩子来参赛的王爸爸表示，“勇
于站上舞台展示自己的女儿，是心中
最棒的骄傲。”

强强联合
助力孩子演绎多彩童年
据悉，新丝路中国国际少儿模特

大赛是当前国内颇具规模、权威和影
响力的少儿赛事，全国共计有近200
万名小朋友在全国各地新丝路的舞
台上留下了美好的成长足迹。

“碧桂园2019新丝路中国国际
少儿模特大赛”是碧桂园集团与新丝
路集团合作的第3年，本次大赛以

“梦想的力量”为主题，融合“亲子、时
尚、公益”等元素，通过线上综艺小明
星才BIGSHOW、赛事主题曲及演唱
小歌手征集、亲子系列服装设计征集
等系列活动，助力孩子演绎多彩童
年。

本次大赛还结合碧桂园集团9

省14县的精准扶贫行动，选取4个县
开展公益活动就近组织全国分赛区
城市少年儿童，前往当地进行公益汇
演，派遣模特教师授课进行文化交流
活动，并通过线上KIDS WORLD
才艺BIG SHOW平台搭建进行公
益募捐活动，给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
一个梦想的舞台。

“渝生碧有你”
致意美好生活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
望，作为一个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
业，愿意在能力范围内，为孩子们创
造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这也是碧桂
园一贯的价值理念。”碧桂园重庆区
域相关负责人表示。

碧桂园入渝十二载，从首子地落
到39盘齐绽放，再到长租公寓等业
态布局，始终以人居典范礼献重庆，
努力孵化“全能、全龄、全态人居解决
方案”，持续落实“渝生碧有你”的品
牌主张，致意重庆人的美好生活。

方媛

两百萌娃奔山城 决战终极T台
——碧桂园·新丝路重庆赛区决赛收官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9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7月23日9时—2019年7月29日16时。7月23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
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
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7月2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09（总第102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132548

亩

1698.822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