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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璧山

““小城小城””璧山璧山
70年经济腾飞，工业是最佳说明。
璧山工业，一度是皮鞋的象征。璧山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璧山的七
塘镇、八塘镇布满了家庭式皮鞋作坊。当时，工人们用小锤手
工敲打鞋帮，“叮叮当当”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2003年，随着
奥康集团的入驻，璧山的皮鞋业一度达到鼎盛。2005年12
月，璧山被授予“中国西部鞋都”称号，奠定了以鞋业、机械加工
和建筑建材为主的工业基础。

传统的“三大支柱”产业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其耗能高、
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特点，使得璧山工业始终难以做大。
2009年，璧山全县工业产值仅300亿元，其中皮鞋企业已达
1300多家，摩配、汽配零部件企业200多家，一批中小皮鞋、建
材企业污染严重，造成污水横流、空气污浊，使得流经璧山县城
及7个乡镇的璧南河两岸百米之内腥臭难闻。

以牺牲环境换取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璧山开启了工业转
型升级之路。2010年，连接璧山和大学城的璧山隧道通车，让
璧山与大学城和西永微电园实现了无缝连接。借全市发展微
电子产业的“东风”，璧山也确立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
药三大主导产业，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2015年9月29日，国务院批复璧山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
新区，这是重庆第二个国家高新区，璧山深度转型帷幕由此拉
开。抓住优质创新资源向国家高新区集聚的重大发展机遇，璧
山高新区走上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的发展道路。

一边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和流水生产线，一边是穿白大褂的
工程师正在研发高科技芯片……在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黛公司”）厂房内，今后将出现这样的画面。这是
一家璧山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汽车核心零部件龙头制造企业，
靠着自主创新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今年，蓝黛公司不但研发出
了重庆市首台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6AT变速器，还顺应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方向，取得了深圳市
台冠科技有限公司控股权，全面进军触控显示行业。

在引导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璧山高新区也加快了优
化产业体系的步伐。

今年2月22日，比亚迪年产20GWh动力电池产业项目及
“云巴”项目在璧山开工。8月26日，2019智博会上，璧山区分
别与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康佳集团就中车恒通重
庆新能源客车专用车整车生产项目、康佳半导体光电产业园项
目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两个项目总投资320亿元。

璧山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成立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打造“1+N”创新体系，致力于打造全国知名
中试平台，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市场的纽带，建立一套独有的
全产业相关完整链条科技成果转化连动机制，推动高端创新资
源引进和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

……
一批大项目、大投资的到来，不仅让璧山在智能制造等产

业增添了一批“生力军”，也将为璧山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目前，璧山高新区已汇聚比亚迪、康佳、得润、中车等众多
知名企业，建成了“国家智能化示范园区”“中意创新产业园”

“中新合作智慧区”等改革和开放平台。
70年沧桑巨变，璧山工业从机械加工、皮鞋、建筑建材到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医药，再到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命
健康，不断优化的产业体系让璧山实现了从“要规模”向“要效
益”、从“要数据”向“要质量”的转变。目前，璧山坚持“一轮明
月，满天繁星”的思路，正推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

“铺天盖地”的产业生态，通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构建现代工
业体系，大力发展新经济形态，构建多元应用场景，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推动城市战略转型。

数据见证了这一变化：1990年，璧山工业增加值为9843
万元；2018年，璧山工业增加值为275.15亿元，比1990年增长
了279倍。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
安。

一组数据读懂璧山“三农”70年巨变：1978年，璧
山一、二、三产业比重达 69:26:5，农业增加值为
10794 万元；2018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5.5:61.6:
32.9，但农业增加值却达到291055万元。

70年，曾作为产粮县的璧山，农业生产实现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农村面貌实现由贫穷落
后向现代化新农村的转变，农民生活也实现了从解决
温饱向全面小康提升的转变。

璧山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舒俊介绍，璧山农业源远
流长，自古以来农民便以种植水稻、饲养牲畜为生，是
传统的产粮县。新中国成立后，改善水利设施，推广农
业科技，璧山农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形成了伏淡季水
果产业、蔬菜产业和养殖业为主的种养结构。

变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璧山工业
强县发展的实施和城镇化的提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大量土地闲置。于是，有人将闲置土地流转后规模化
发展产业，璧山因此也在重庆率先开启了土地“三权分
置”的改革。目前，璧山农村土地流转率达55.9%，土
地规模经营集中度达47.79%，全区近一半土地实现了
规模经营。作为规模经营的主体，璧山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分别达到546户、445户，全区135个行政村、24
个涉农社区都有至少一个合作社。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源动力。得益于土地“三权分
置”的提前起步，璧山区在农业比重下降的前提下，通
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规模经营来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
率，形成了璧北10万亩蔬菜基地、璧西10万亩水果基
地、璧南10万亩苗木基地的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了
璧北蔬菜、大路黄花、八塘樱桃、七塘血橙、大兴葡萄、正
兴蜜柚等特色农产品，走出了一条具有璧山特色的农业
发展之路。璧山也成功入选“国家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县”、“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如何发挥璧山地域优势，推进三大基地提档升级？
今年5月，璧山区首届绿色菜园蔬菜采摘活动开

幕，短短一个星期时间吸引了数万名游客前往采摘。
过去，璧北蔬菜一直停留在简单的产销环节，产业链没
有得到有效延伸。

据了解，今年以来，璧山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厚植
现代农业发展优势，提出了全力打造主城区的“菜园”、

“果园”、“花园”的目标，绿色菜园蔬菜采摘活动就是该
区大力发展都市特色效益农业，撬动以观光休闲、民宿
体验为主的“假日经济”，培育壮大“农文旅、产加销”一
体化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的生动案例。下一步，璧山
将在推进“三园”建设的同时，推出一批拳头农产品，并
通过农村电商平台，构建“一站直达”的智能物流配送
体系，缩短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时间。同时，开发民
宿康养、农耕体验等旅居产品，抓好“后备箱经济”，通
过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逐步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如今,在乡村振兴号角的催动下,璧山农业正以强
健的步伐,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2012年，91岁的著名词作家庄奴来到璧山，被小城璧山
的山清水秀打动，欣然将《小城故事》的歌词送给璧山，并赠与
璧山雅号——中国的“小而美”。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璧山却并非如此。在51岁的
老璧山人胡正好的记忆中，璧山老县城全长不过2里半，狭窄
逼仄，少有公共空间。璧南河是璧山人的“母亲河”，却因为沿
河污染企业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鱼虾绝迹、臭气熏天，居民闻
之掩鼻。

这样的城市环境带来的是城市竞争力的缺失。直辖之
初，璧山一度成为渝西片区最落后的地区。在胡正好的记忆
中，当年去主城开会时，璧山的名牌总是摆在渝西片区的最后
一位。

变化发生在2009年。璧山下决心改变以牺牲环境来换
取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开启工业转型升级之路的同时，下大力
气对璧南河进行整治。采取“河外截污、河内清淤、外域调水、
生态修复”的系统治污方案，关闭沿河污染企业、养殖场、收运
居民生活污水……终于使璧南河恢复了清流潺潺、鱼虾成群、
杨柳依依的美景。

与此同时，璧山新建公共绿地、生态停车场、高标准公厕
……仅2011年一年，璧山新建的公共绿地就达到了289万平
方米。

如今的璧山因公园众多而闻名，仅城区便有32个公园、23
个广场、133个休闲亭，秀湖公园、观音塘湿地公园人流如织，
枫香湖儿童公园也声名鹊起，每到周末、节假日，前来游玩的
主城市民及周边省市游客多达数万人。

良好生态的背后，是大量污染企业的关停，但换来的却不
是工业的止步，而是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据了解，近年来，因
璧山的生态前来投资的企业比比皆是。今年1月23日，在璧
山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来自台湾的馗鼎奈
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彦政便坦言，选择璧山落户的
原因之一，正是璧山的“小而美”。

在璧山区委主要领导看来，变化的不仅是璧山城市的“面
子”，“里子”也同样出色。“在璧山这座城市里，儒雅是’气质’，
文化是底蕴；田园是’颜值’，绿色是底色。”他说，唯有文化繁
荣才能生生不息，唯有绿色生态才能美丽宜人。未来的璧山
将文化内涵、田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营造出“有山有
水有田园、有诗有景有远方”的大美意境。

根据规划，结合茅莱山都市田园生态公园的打造，未来的
璧山将成为国家5A级都市田园风景区，成为一座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城人产”高度和谐统
一、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田园都市。

9月26日，93岁的李世成老人拿出数百张照片，庆祝
自己的93岁生日和新中国七十华诞。

李世成早年在璧山从事文艺工作，用相机记录璧山的
民生百态和社会变迁，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具体
可感的改变，汇聚成一幅托举70年民生发展的恢弘画卷。

李世成的老照片里，石板路和泥土路是最常见的背
景。他说，解放初期，他每次拍照回家，两条裤腿都沾满
了泥土和灰尘。

璧山区交通局提供的数据为老照片进行着时代注
解：1951年璧山开始修建第一条县道来津路；1977年实
现“乡乡通公路”；1998年实现“村村通公路”；2011年，实
现“村村通水泥路”；2014年实现“镇镇通沥青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璧山再次掀起了公路建设热潮。2014
年至2017年，璧山每年以100多公里的建设速度实施农
村联网路建设。

历经70年的砥砺前行，璧山普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352公里，乡通畅率100%，村通畅率100%，撤并村公路
通畅率100%，村（居）民小组通畅率99%，群众出行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

地处成渝经济带要冲和成渝城市群腹地，是重庆主
城西进的“第一站”，自古以来都是成渝两地重要的交通
节点。1995年，成渝高速公路通车，后来渝蓉高速、渝遂
高速、九永高速穿境而过，璧山互联互通进一步提速。

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铁正式通车，成为连接成
渝两地的最快速通道。那一天，已近90岁的李世成老人
在家人的陪伴下，用相机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但
他不知道的是，未来3年，璧山境内还将建成渝中线、兰
渝、渝昆3条高铁，高铁通车里程将达到87公里。随着璧
山隧道通车，实现与主城无缝对接，连接境内各条高速公
路和高铁的黛山大道通车里程达到23公里，地铁一号线
璧山段隧道贯通，今年年底将实现试运行，璧山也形成了

“多点融入”主城的交通态势。
民生，是民心所向。近年来，璧山还坚持60%以上财

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成文化艺术中心、公共服
务中心、璧山中学、人民医院等一批功能性项目，教育医
疗、住房社保、养老殡葬等标准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在李世成的老照片里，1984年的璧山县人民医院在
老城区不起眼的角落里，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如今的
璧山区人民医院已成功创建三甲医院，拥有医学博士（博
士后）26人、硕士研究生188名，实现了百姓能就地看病，
大病不出区的目标。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璧山区将推进“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让教育引
导城市发展方向，增强城市竞争力、软实力、吸引力。

在李世成的照片中，从量体裁衣到遍地商场、从泥土
房到小洋房、从步行到多样出行、从粮票到移动支付……
70年时光，犹如李世成的相册，用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
事，记录着璧山民生改善的点点滴滴。

更有说服力的是数据：2018年，璧山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38590元，比1979年增长97.3倍；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98元，比1979年增长100
倍。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璧山人70年不懈奋斗的生动
写照，也诠释着璧山“美好生活”的真谛。

从“要规模”到“要效益”，从“要数据”到“要质量”

璧山工业开启内涵式发展新格局

7070年展翅年展翅蝶变蝶变
70 年弹指一挥间，沧桑

巨变。

一座城市的 70 年，是一

个时代的旋律，也是几代人的

光荣和梦想。

70 年，从 1949 年建成区 1

平方公里，到 2018 年的 53.5 平

方公里，璧山城区的版图扩大

了48倍，城市建设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活力。

70 年，从 1949 年国民经济

总量 3465 万元，到 2018 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 527.3 亿元，璧山经

济总量增长 1521.79 倍，实现跨

越式发展。

70 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农业县，到如今布局打造田

园都市康养休闲旅游示范区，

璧 山 农 业 正 在 向 重 庆 的“ 菜

园”、“花园”、“果园”迈进。

70 年，璧山从遍布手工家

庭作坊的皮鞋之城，成为重庆重

要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基

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正不断涌

现。

……

用奋斗融入发展舞台，用梦

想角逐壮阔征程。70 年，“小城”

璧山正不断展翅蝶变！

良好的环境增添百姓幸福指数良好的环境增添百姓幸福指数 摄摄//谢捷谢捷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璧山打造新时代田园都市

70年，城市“长大”50倍，入眼满目皆公园

璧山城市竞争力凸显

70年民生巨变
筑牢幸福之基

老年人在社区养老中心享受丰富老年人在社区养老中心享受丰富
多彩的晚年生活多彩的晚年生活 摄摄//谢捷谢捷

民生幸福民生幸福 摄摄//谢捷谢捷

热谷机器人热谷机器人 摄摄//曾清龙曾清龙

仿古建筑凸显儒雅仿古建筑凸显儒雅
璧山的城市气质璧山的城市气质 摄摄//谢捷谢捷

开往春天的成渝高铁开往春天的成渝高铁 摄摄//谢捷谢捷

璧山国家高新区璧山国家高新区

鸟瞰大路街道团坝村鸟瞰大路街道团坝村

秀湖公园秀湖公园

云雾山樱桃谷云雾山樱桃谷

三合茶场三合茶场

观音塘湿地公园观音塘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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