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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让各类要素
聚集，也带动了潼南城市的快速发展。

“以前潼南的样子，现在很多人都
想象不到。”家住潼南区江南城区的杨
虎禹今年63岁，作为一名老党员和一
名潼南城的老居民，说起原来的县城，
至今是记忆犹新。

“一条街上，最高的房子是3层。”
杨虎禹说，改革开放之初，潼南县城是
落后和破败的，从现在的角度看，城市
其实只有一条大街，而且也不长，只有
几公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潼南相继制定

了6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城市发展
速度越来越快、城市面貌也是日新月
异。1998年，潼南实施“县城东下北
移”，启动了江北新城建设和旧城改
造。近年来，更是向着40平方公里的
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迈进，“一江两岸
四大片”的城市发展框架基本成型。

加上图书馆、体育馆、妇幼保健
院、中医院、涪江小学、潼南实验中学
等先后建成投用，外滩商圈、隆鑫商圈
相继投入使用，潼南城市功能逐步完
善、城市整体品质大幅提升。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关心支

持下，潼南被赋予百平方公里、百万人
口的‘双百城市’新内涵，进一步拓展
了潼南的城市发展空间。”潼南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进一步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需求，潼南以城市品质提升
为抓手，大力推进产城景融合的“明珠
城市”建设。

“就拿城市花园来说，今后的潼南
绝对称得上是‘花园城市’，居民出门
步行10分钟内就能抵达一个城市公
园。”潼南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过
去潼南受制于城市发展的滞后，公园
多以“坝坝场”的形式出现，直到2009
年，潼南才有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
市公园——新城公园。后来，潼南又

陆续新建成了开善寺公园、人民生态
公园、时光长廊、滨江湿地公园、大佛寺
湿地公园等。今年9月初，人民生态公
园荣获“联合国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
奖——人类居住规划设计奖”。

最近两年，潼南公园建设更是全
面发力，在建公园达10个之多。这
些公园中，既有占地面积6000多亩
的九龙山森林公园，也有以休闲为主
的音乐百花园、松林坡公园、金佛坝
湿地公园、蔬菜公园等，未来它们将
是“城中一景”，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除了城市中的公园外，在城市边
缘，潼南也在加快城景融合步伐。潼

南大佛寺位于潼南老城定明山下、涪
江边，拥有世界第一室内饰金大佛、
罕见的天然回音壁“海潮音”等十八
胜景。

为了加快景区与城市深度融合，
潼南共投入约9000万元，建起了330
多亩的大佛寺湿地公园。一方面丰富
了大佛寺景区的功能，另一方面完善
了城市功能，将城市的人气集聚过来，
让大佛寺一下火了起来，每天都有上
千市民来此休闲娱乐。

同样产城景融和发展的还有桂林
街道双坝社区的无公害蔬菜基地。潼
南区通过在蔬菜基地外的滩涂上撒播
花籽，使这里形成了一片数百亩的花
海。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各类鲜花的
相继盛开，这片花海成了城区市民争
相赏花拍照的一大景点。

这些对潼南来说仅仅是个开始。
目前，潼南区正在加快城市修编，着力
依托“一江两岸、山水相依”的地理优
势，沿涪江整体打造大佛寺——双江
古镇片区、金福岛、金福新区、两桥片
区等重点区域，力争将涪江两岸打造
成为潼南产城景融合发展的核心区，
为“明珠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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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潼南

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区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区““明珠城市明珠城市””潼南正崛起潼南正崛起
70 年接续奋斗、70 年沧桑巨变。

在成渝两座国家级中心城市之间，通过

数十年的不断发展，潼南这个地处巴蜀

腹心、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县城，如今成

为川渝合作的示范区，现代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快速聚集，产城景深度融合发

展，让潼南逐渐成为成渝城市群中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

蔬菜及优质粮油基地 摄/龙孟平

作为川渝合作示范区，拥有优
越的交通和区位条件的潼南，逐渐
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过去，潼南产业发展较为滞
后，但最近几年却呈现出爆发式的
增长。”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基
于自身资源禀赋，潼南重点谋划推
动了八大产业集群发展，即千亿级
天然气综合利用及精细化工产业集
群、百亿级柠檬产业集群、百亿级蔬
菜及优质粮油、百亿级智能终端及
智能装备产业集群、百亿级大众消
费品产业集群、百亿级表面环保处
理产业集群、百亿级休闲康养旅游
产业集群、百亿级绿色建筑建材产
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以大数据
智能化赋能产业，使其成为推动潼
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该负责
人介绍，如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是智能制造。为此，潼南大力

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

2018 年以来，潼南就先后引
入深圳酷农的无人系统（无人机）

智能装备产业园、杭州数梦工厂的
城市数据大脑、朗奕医疗的智能医
药器械产业园、播思微系统的移动
互联网智能硬件研发生产基地、重

庆力赢智能科技研究院、均谷智能
的5G智慧水务综合管理系统、智
能工厂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服务及
智能装备制造项目等，涉及大数据

智能化、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智
能终端等几大类，项目总投资达
78.8亿元。

同时，潼南持续开展“三创新两
提升”专项行动，广泛开展“机器换
人”，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和
数字化生产线，加快大数据智能化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传统行业
向高成长和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
已对30家企业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奥尔玛智能装备是一家专业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手机、电脑金属
零部件，汽车、摩托车金属配件的企
业，企业在实施“机器换人”后，生产
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

“在引入智能装备后，企业的
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精密度
最高达到 1%毫米。”该公司负责
人表示，生产车间有 24 台高速
CNC设备，而控制这24台设备的
员工只有 2人，平均 48分钟就能

加工一台GIMI投影仪铝制外壳，
2个人一天可生产400套产品。

此外，生产数据和设备数据还
能自动上传，让工厂管理者可以在
手机或者PC终端观测到每台设备
实时数据，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管理
效率。

2018年，潼南区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83.6%，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增长 53.1%，数字经济增长
70%，工业运行5项指标综合排名
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营销创新企
业占比均居全市前列。

除了工业外，潼南差异化发展
粮油、蔬菜、柠檬、生猪、特色经果、
生态渔业、中药材七大特色效益产
业，将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于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服务全过程，提升农
业智能化水平，使潼南成为全市现
代农业的“排头兵”。

潼南柠檬产业插上“智慧”翅

膀，在线上搭建“中国柠檬交易
网”、“中国柠檬交易中心”等，依
托阿里巴巴、京东等网络销售平
台，发展本地电商20余家；发布中
国首个柠檬指数，建成投产重庆
市首个柠檬脱毒育苗中心，引进
水肥一体化云控制等智能系统，
推广无人植保机、无人驾驶耕整
机等智能机械设备，综合机械化
水平超过59%。

如今，在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
推动下，潼南农业实现了快速且高
质量的发展。2018年，潼南区农业
总产值就达到83.63亿元，粮经比
达到38:62，农业增加值达到59.06
亿元，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大数据智能化赋能 八大产业集群雏形初显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大通道密集布局 构建成渝经济区枢纽之城 “双百城市”定位 打造产城景融合的“明珠城市”

实施新型智慧城市6个“1”建设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近年来，潼南区在智慧城市
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了 6 个“1”的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并在今
年智博会进行了正式发布。该
路径将成为潼南建设新型智慧
城市、发展智能化产业、提振数
字经济的有力抓手，全力助推潼
南高质量发展。

一是建成一个数据大脑。
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一颗

“会思考”的城市数据大脑，以大
数据作为支撑和驱动力，以安全
作为保障，完成城市数据大脑云
平台、大数据共性技术支撑平
台、视觉 AI 算法、城市运营 APP
等建设，为建设“智慧潼南”搭建
起基础构架。去年，潼南区与阿
里旗下数梦工场在潼南成立的
数潼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打造基于数据大脑的数据
集中、域外数据共享交换、域边
界依规则柔性扩展的数据循环
生态。

二是沉淀一笔数据资产。
贯彻落实大数据法规标准，编制
政务数据资源目录，推进数据资
源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
整合入库，完成区级信息系统与
共享平台对接，到 2021 年建成
潼南大数据资源池，建立主题数
据库，实现潼南数据资源资产
化、数据资产服务化、数据服务
价值化。目前，潼南区已建成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编制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600 余个、入
库政务信息数据 1300 余万条，
减少信息资源冗余，有效打破数
据壁垒。

三是实施一批“智慧+”项

目。统筹推进智能化应用、智能
机关建设，运用大数据保障和改
善民生，打造“智慧+政务”“智
慧+警务”“智慧+医疗”“智慧+
交通”“智慧+农业”“智慧+雪亮
工程”等15个项目，让群众少跑
腿、数据多跑路，实现政、企、民
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畅享智慧生
活。潼南区坚持每年实施 2—3
个“智慧+”项目，到 2021 年底，
建成 15 个“智慧+”项目，力争
3—4 个项目在全市乃至全国具
有代表性。比如，在智慧城管
中，借助部署在城市各处传感器
和摄像头，配合城市数据大脑中
的AI视觉算法平台，实时、全面
感知城市管理中的疏漏，第一时
间发现处置基础设施损毁、交通
违法行为抓拍告警、重点区域人
流车流实时监测等。

四是开发一个城市生活服
务 APP。引入市场化运作，对
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渝
快办”，统筹建设城市运营服务

“爱潼南”APP，打造指尖服务，
线上为群众提供服务事项办
理、新闻资讯、信息查询等功
能。目前，已将全区各个部门
APP 功能向“爱潼南”平台迁
移，整合水电气讯等生活服务
功能和居民社保、公积金等近
100 个缴纳查询功能，通过“一
个 APP”实现“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老百姓办事、生活
服务更加方便。

五是组建一家运营公司。
探索和创新智慧城市建设、运营
新模式，组建运营公司，主导潼
南智慧城市运营工作，推进社会

数据汇集，创新城市服务，挖掘
城市数据价值，实现数据资产增
值。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行”
的方式，政府通过数据入股和数
梦工场、数潼公司、运营团队分
别入股，政府保留一票否决权，
成立一家股份制数据运营公
司。利用收集的数据有针对性
地生产数据产品，打造创新创业
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咨询等增
值服务，为各家初创公司提供数
据支持。

六是构建一个数字经济生
态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以
汇达柠檬、旭田植物工厂为代表
的大数据智能化企业，吸引更多
智慧企业落户，创新数据产品，
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
发展，构建一个数字经济生态
圈，打造中国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潼南样板”。目前，潼南区通过
借助阿里生态企业，引入了阿里
云、蚂蚁金服、盒马鲜生、钉钉、
村淘、数梦工场、1688、阿里健
康、一达通等一大批企业在潼南
开展业务，吸引了一批能源、电
商、商贸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汇聚潼南。

下一步，潼南将紧紧围绕转
动“数字经济”这条主线，落实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持之以恒
抓好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
赋能、为制造业赋能、为服务业
赋能，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打造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链接》》

涪江国家湿地公园 摄/杨毅

潼南高新区

潼南航电枢纽 摄/莫春霞

绿水青山美如画绿水青山美如画 摄摄//杨毅杨毅

潼南城市掠影

9月25日上午，川渝合作第一
批示范项目——涪江干流双江航
电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作为涪江干流重庆境内五级
梯级开发中的最后一级，该枢纽工
程总投资约20亿元，由船闸、厂房
等建筑物组成，库区涉及重庆市潼
南区和四川省遂宁市。船闸和航

道按V级标准设计，可通行500吨
级船舶，货物年通过能力达313万
吨。电站装机容量达4.8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1.74亿度。

“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建成后，
可渠化航道25公里，其中重庆境
内15公里、四川境内10公里。”潼
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

布局的水运大通道之一，该枢纽
工程的建设，标志着涪江全江渠
化和全流域复航按下了“快进
键”。其建成后，将重现涪江繁荣
水运新盛景，构建起川渝区域经
济新通道，推动川渝合作迈上新
台阶，极大地促进川渝两地涪江
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潼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成渝城市群地快速崛起，
位于成渝两座大城市中心地带的
潼南，由原来的“重庆边陲”变为
了“成渝枢纽”，国家一系列大通
道密集布局、落子，让潼南逐步构
建起“四高三铁一江一机场”对外
大通道。

目前，在高速路方面，渝遂高
速建成通车，潼荣高速计划年内贯
通，合安高速计划明年建成，渝遂
高速扩能正开展方案比选；铁路方
面，遂渝铁路建成投用，兰渝高铁
将于2020年启动建设，市郊铁路
已纳入市级规划；水运方面，随着
双江航电枢纽的建成，未来500吨
级船舶经涪江通江达海；潼南通用
机场也正加快建设。

除了大通道外，潼南内部交
通网络也快速完善。潼南地处
涪江下游，涪江穿城而过，形成
南北两岸。过去，由于没有跨江
桥，南北交通依靠船渡。1994年
9月，潼南建成了境内第一座涪
江大桥，结束了船渡过江历史。
近年来，潼南加快打通“一江两
岸”交通瓶颈的制约，陆续重建
提升涪江大桥，建成金佛大桥、

莲花大桥、东安大桥、航电枢纽
通道，开工建设东升大桥、潼荣
高速涪江大桥、合安高速涪江大
桥，形成了 8桥横跨城市南北的
交通格局。

同时，建成产业大道、绕城路、
东滨路、金滨路、站前大道、百米大
道，形成城市环线；升级改造国道
246线、国道351线、国道319线，
省道107线、省道440线、省道439
线，新建综合换乘枢纽，即将启动
火车站升级改造，全区公路总里程
4433.5公里，公路密度280.1公里/
百平方公里（全市平均为 180公
里/百平方公里）。

潼南区在乡村积极构筑扶贫
路、旅游路、小康路、产业路，农村
公路总里程4039.5 公里，在全市
率先实现行政村通畅率、撤并村
通畅率、行政村通客车率“三个百
分之百”目标，30分钟可达到最偏
远镇乡。

“现在，潼南已实现40分钟到
重庆，70分钟到成都目标，成功融
入成渝城市群发展，成为成渝综合
交通枢纽。完善的交通设施，为潼
南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该负
责人说。渝遂高速潼南入口 摄/李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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