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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
生 刘玉娇）11月8日，永川区举行
2019年第3次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共签约131个产业项目，总投资
257.34亿元。

这些项目涉及智能装备、汽车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能源及材料、特色
轻工、软件及服务外包等诸多领域。
其中，第一产业3个，总投资3.7亿元；
第二产业67个，总投资155.88亿元，
供地30亩以上工业项目38个；第三
产业61个，总投资97.76亿元。

永川此次还签约了两个汽车变速
器项目，使该区在汽车高端零部件项
目上实现了零突破。一个是由长城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混合动力变速
器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5亿
元，规划占地面积400亩，包含组装工
厂、液压控制、壳体加工、轴齿加工、研
究中心等5大板块。达产后预计可实
现产值人民币约50亿元、年税收约
4.6亿元。这是继长城汽车永川整车
生产基地后，长城汽车在永川投资又
一重大项目。另一个是由浙江中马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15万套汽车

变速器生产项目。中马传动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7年6月在上交所主板上
市，是我国第一个在主板上市的汽车
变速器生产企业。

目前，长城汽车永川整车工厂已
经建成投产，庆铃专用汽车整车工厂和
瑞悦车业、金皇后汽车等两个整车代工
厂已经开工建设，随着这两个汽车变速
器项目的落户，永川正加快形成“整车+
代工+零部件”汽车产业格局。

在集中签约仪式上，成都康玟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也正式签约永川高新区
港桥产业园，拟投资6亿元，占地45亩，
建设20条生活纸制品后加工生产线，
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8亿元。

截至目前，永川已在今年正式签
约项目218个，合同引资462.29亿元，
预计产值704.09亿元。在正式签约项
目中，工业项目117个，投资298.98亿
元，预计产值623.73亿元；供地30亩以
上的工业项目71个，投资270.05亿元，
预计产值566.07亿元。

2018年以来，永川共新开工项目
187个，总投资469.91亿元，现已完成
投资188.86亿元。

永川区集中签约131个产业项目
总投资约257.34亿元，包括两个汽车变速器项目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苏畅）11月8日，国内首部以保
护长江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一江
水》在江津区白沙镇举行开机仪式。
这是一部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牵头，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
重庆星光书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
同策划、投制的，以宣传长江经济带
发展、保护长江为主题的大型现实主
义题材电视连续剧。

《一江水》讲述了以三峡移民、长
江经济带建设为背景的最美长江奋
斗者的故事，剧情跌宕起伏，生动再现
了两代长江人外迁、移民、创业、奋斗、

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平凡经历。《一江
水》的主人公杜自力，从一条旧船起
步，抓住长江成为世界第一黄金水道、
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时代
机遇，创立航运公司，支持儿女发展智
慧物流、江海联运、垃圾发电等事业。
他的奋斗发展经历，都与长江、与时代
的进步息息相关。该剧呈现了长江沿

岸经济带协同发展，特别是长江人“奋
发有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江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重
庆、湖北宜昌、江西和上海等地。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剧主要取景重庆
拍摄，将充分展示新时代重庆城市风
貌和旅游文化特色，将为繁荣巴蜀文
化和发展重庆市影视产业增光加彩。

据悉，《一江水》剧本已经获得中
国文联的重点现实题材项目剧本扶
持。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旅
游委已将该剧列为重庆市重点文艺
创作项目。此外，还获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重点
现实题材创作资助。该剧预计2020
年6月完成拍摄及后期制作。

讲述长江奋斗者的故事

电视连续剧《一江水》在渝开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苏畅）11月8日，OPPO（重庆）智
能生态科技园（一期）建成投产活动在
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举行。生态科技
园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
以上，直接带动就业上万人。这是渝北
区打造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又一
最新成果，将对全市构建智能产业“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打造全球最大的
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据了解，近年来，OPPO、深科技、
传音、中光电等智能终端龙头企业相
继落户重庆渝北，使渝北已成为智能产
业、数字经济的高地，未来几年，将有望
成为全市最大智能终端生产基地。

据了解，OPPO（重庆）智能生态
科技园主要打造集智能终端、智能硬
件、软件、云服务及增值服务等研发、
生产于一体的研发制造基地，占地面
积1524亩，总规划建筑面积133万平
方米，总体规划为“一心、一环、四组
团”。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年产能1亿
部智能终端、年产值约300亿元的智
能终端产研销基地。

渝北区负责人表示，按照市委、市
政府对智能终端产业的规划，渝北将
继续引进一批“芯屏器核网”等龙头企
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加之机器人等
智能终端项目，有望在2025年基本形
成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OPPO重庆智能生态科技园一期建成投产
全面建成后将年产1亿部智能终端产品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
习生 何春阳）11 月 8 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为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
山城、江城特色，市政府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
化美化实施方案的通知，在主城区
开展坡地堡坎崖壁（简称坡坎崖）
绿化美化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
有序推进，我市将把坡坎崖绿化美

化工作纳入市级城市综合管理考
核内容。

2021年底主城区基本
完成坡坎崖绿化美化

通知要求，按照“一年试点示范、
两年全面铺开、三年基本完成、四年
巩固提升”的进度，营造错落有致、层
次分明、自然流畅、四季多彩的城市
景观。今年底至2022年底，计划实
施坡坎崖绿化美化地块309个，总面
积约1323万平方米。

今年底，主城区将全面启动14
个示范点建设；2020年底，主城区城
市建设用地空地覆绿全面完成；
2021年底，主城区坡坎崖绿化美化
基本完成；到2022年底，主城区坡
坎崖绿化美化持续巩固提升，基本
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

花、处处花香”。

实施“城市绿肺”工程，
打造内环观花廊道

通知还要求，推进山体生态修
复，在“四山”范围内实施“城市绿肺”
工程。对城市内部山脊线（鹅岭—佛
图关—虎头岩—平顶山中央山脊线，
龙王洞山—照母山—石子山北部中
央山脊线）沿线进行全面覆绿和林相
改造，增加观景平台，串联山城步道，
提升观光品质。

此外，内环快速路两侧红线外50
米范围内将打造生态绿带，形成沿线
观花廊道。在融合滨江生态廊道建
设的同时，将加强与周边山体联系，
实现江、园、城、山互联互通，不断完
善滨江公园休闲游憩观光功能和亲
水性。

2022年全市基本实现城
市园林花草苗木供应本土化

与此同时，城市主干道沿线将按
照景观大道建设要求，培育形成山城
特色林荫路；将加强桥头立交节点坡
坎崖生态修复，塑造精美画面。

通知还要求，对1年内未动工的
城市建设用地空地，采用喷洒草籽、
花籽或栽植地被开花植物方式进行
绿化美化；对1年以上长期性城市建
设用地空地，可采用低成本覆绿或苗
圃方式进行绿化美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提出在坡坎
崖绿化美化工作中发展美丽经济的
计划。通知要求，建设一批品种多、
适生强的本地苗圃基地。到2022年，
新增植物品种600个，基本实现全市
城市园林花草苗木供应本土化。

重庆将绿化美化300多个坡坎崖
力争2022年主城区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处处花香”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1月
8日，2019中国国际田园康养旅居产
业发展峰会在璧山区举行。来自国内
外多个领域的康养旅居专家齐聚一
堂，针对康养旅居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各抒己见，为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建
言献策。

本次峰会由璧山区人民政府、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中国健康管理协
会、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文旅
委、重庆市卫健委、重庆市民政局、重
庆市体育局主办，主题为“康养旅居
田园都市———发展田园康养旅居产
业 建设大健康产业示范区”。

大健康产业是具有巨大市场潜力
的新兴产业。重庆不但依山傍水，且
温泉资源丰富，发展大健康产业优势
明显。专家们从政策解读、案例分享、
示范区建设、国际康旅医养、金融杠
杆、智慧康养等方面，对重庆发展大健
康产业给予了中肯的建议。国家卫生
健康委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副
主任王秀峰认为，当前“健康中国”已
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要将“健康中
国”战略落地应实现以疾病为中心到
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华龄智能养老
产业发展中心理事长朱勇认为，田园
康养产业要与老年宜居环境相结合，
除了“硬件”外，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体

系，满足老年人医养康护乐旅的需要
等“软件”设施也至关重要。此外，中
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
西部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以
雷，波兰 Wieniec Zdroj 疗养度假
村、医疗总监约翰·泽嘉斯卡等国内外
专家、学者也从康养产业投融资渠道、
国际康旅医养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峰会上，璧山区千秋堰生态康旅
公园、云雾小镇、健康农业示范园、团
坝园艺村、云兮健康谷、云雾森林公园
等一批大健康产业项目正式签约，这
也标志着璧山大健康产业聚集示范区
建设拉开帷幕。璧山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璧山地处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节点，又是重庆知名的田园都
市、公园之城，发展大健康产业得天独
厚。未来，璧山将围绕“儒雅璧山·田
园都市”发展定位，着力打造大健康产
业聚集示范区，构建现代服务业体
系。据了解，依托山、水、田三大资源，
璧山将打造总规划面积300平方公里
的大健康产业聚集示范区。在渝遂高
速公路以北区域，璧山将以璧北河、千
秋堰水资源为核心，形成一个10万人
的田园文化康养区；而在渝遂高速以
南区域，该区将以云雾山为核心，形成
另一个10万人的健康产业生活区。

2019中国国际田园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峰会在璧山举行

国内外专家建言重庆大健康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
生 刘玉娇）11月8日，首届中国(白
沙)影视工业电影周在江津区白沙镇
开幕。在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授
牌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共有7个影视
产业项目签约落户白沙，合同总投资
27.5亿元。

这批项目涉及建设影视器材产
业园、影视旅游教育产业、影视拍摄
外景地、影视剧拍摄专业摄影棚、实
景棚、置景棚、道具库、服装库、电影
研学基地、影视剧拍摄基金、金融、人
才服务平台等内容。

其中，温州新洲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计划在白沙分期投资建设“重庆影
都”项目，总投资10亿元。主要建设
影视剧拍摄专业摄影棚、实景棚、置
景棚、道具库、服装库、灯光库以及影
视剧拍摄配套的酒店、餐饮等生活服
务设施、电影博物馆、影视文旅综合
商业街区等影视产业项目，计划
2023年建成。

该项目第一期将建设10个专业
摄影棚及置景棚，同时引进配套道具
库、服装库、影视设备等行业巨头。
第二期建设电影专业工作室孵化园、
剧组宾馆、剧组超市、影视主题餐厅
等配套设施。第三期建设影视培训
学校、影视文旅街区、综合商业街区、
电影博物馆、五星级电影主题酒店
等，形成影视产业综合体。该项目建
成后，将为白沙影视产业提供一站式
服务中心、专业化人才培育基地。

另外，怡海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计划投资17亿元，打造“白沙·1945
电影小镇”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白
沙影视旅游教育产业基地——怡海影
视旅游职业教育学校、问梅书院、影视
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及配套商住用地。

影人视界文化娱乐集团计划投
资5000万元打造“重庆白沙影视文
化实践教育基地（电影研学）”项目。
该项目是以白沙“抗战文化、名人文
化、古镇文化、影视文化”为内核，专
门为中小学生提供影视赏析、影视表
演、影视创作、影视节（周）活动而打
造的一站式影视实践教育（影视研

学）服务平台。该项目全部建成后，
可同时容纳超过3000人开展影视实
践教育活动。

此外，白沙还与重庆安诚股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建立江
津影视产业基地基金项目的协议，与
众参云（重庆）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作建立云智能人力资源管理平台项目
的协议，与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重庆电影集团江津白沙影视基
地”项目协议，与重庆银美影业有限公
司签订了影视人才培训项目协议。

在此之前，白沙已与海宁影视基
地、厦门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星美今
晟影视城达成影视产业战略合作联
盟，已入驻北京德汇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青岛知音影视传媒等10家影
视文化企业，业务涉及影视服务、艺
人经济、设备租赁、影视研学等方面。

这批影视产业项目的签约落户，
为白沙加快建设全流程、全产业链和
集智慧、科技、创新为一体的新型影
视基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11月8日晚上，首届中国（白沙）
影视工业电影周举行幕后英雄盛典，
16个幕后荣誉名单揭晓。

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是
我国首个专注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进
程、聚焦影视工业全流程幕后英雄的
影视工业节庆活动。电影周从美术、
摄影、声音、剪辑、后期制作、整体制作
等六大类别设定了17个荣誉名单。

参赛作品采用学会提名和自主
报名两种方式进行征集，再由各专业
学会/联盟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
入围名单，然后交由电影周主席团成
员，以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最终优
秀者评选。

其中，被誉为中国国产硬科幻电
影开山之作的《流浪地球》共摘得5
项荣誉，为获得荣誉最多影片。该片
除获得年度最佳制作奖、年度最佳视
效制作奖外，视效总监丁燕来获得年
度最佳视效总监，剧组中张勐、孙凯、
王宇程获得年度最佳DIT奖，剧中王
丹戎、祝岩峰、刘旭获得年度最佳声

音设计奖。
另外，《邪不压正》获得年度最佳

声音制作奖，剧组中董仲民获得年度
最佳服装设计奖，李天雷获得年度最
佳灯光奖。

《我不是药神》剧组中范永杰、穆
欣获得年度最佳化妆设计奖，李淼获
得年度最佳美术奖。

《影》获得年度最佳调色制作奖，
剧组中赵小丁获得年度最佳摄影奖。

《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年度特
别鼓励荣誉；《地久天长》“四季三餐
版”先导预告片获得年度最佳预告片
剪辑奖；《进京城》剧组中朱利赟获得年
度最佳创新剪辑奖；《一出好戏》剧组中
屠亦然、朱利赟获年度最佳剪辑奖。

年度创新制作荣誉名单则为空缺。
当晚，徐峥、顾长卫、姚宇、谢东

燊、韩忠、霍廷霄、杨述、刘戈三、穆德
远、王凤麟、饶曙光、刘晓清、张建华、
周新霞、曾念平、张望（二勇）、张进战
等众多影视业知名人士与权威专家
出席幕后英雄盛典。

首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在江津开幕

签约7个影视产业项目 举行幕后英雄盛典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1月
8日，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央企中信
集团定点帮扶地方脱贫攻坚项目——
黔江三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
在黔江区白土乡三塘盖正式启动。这
是黔江区迄今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建
设体量最大的文旅康养项目。

三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
规划区面积29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
积约6000亩，涉及黔江区白土、新华
和沙坝三个乡镇。项目将立足市、区
旅游发展的相关规划，瞄准区域精品
化、国际化、特色化康养度假产品市场
空白，通过基础与服务配套设施提档
升级、优质产业注入、IP产品植入等，
构建“一环、一廊、两核、四区”，即山地
生态观光环、盖上天河休闲廊、白云之
巅康养核、坝上人间度假核、运动乐活

区、云海休闲区、文化体验区、山旅野
奢区，打造集“文旅、体旅、康旅、农旅”
于一体的国际旅游康养度假目的地。
项目建设周期8年，其中一期2019年
开工建设，2023年竣工投运。

作为黔江区和中信集团按市场化
原则开展全方位合作的首个示范性工
程，三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由中
信正业、宏义实业集团、江西赣东植物
园有限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的启动，
不仅标志着中信集团定点帮扶黔江区
脱贫攻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
阶段迈进，大大加速黔江区脱贫攻坚
进程的同时，还为当地旅游实现跨越
式发展增添了主引擎、提供了新助
力。启动仪式现场，各方均表示将携
手合作，努力将其打造成政企合作、扶
贫富民的典范项目。

黔江三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启动建设
央企中信集团定点帮扶项目 总投资逾200亿元

本报北京电 （记者 赵迎昭）
11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在北京召
开的2019长江三峡网络音乐节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该音乐节将于12月
21日在忠县举行。

2019长江三峡网络音乐节由中
国大众音乐协会、重庆市忠县人民政
府、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本次音乐
节以“音乐不凡·情有独忠”为主题，
将组织2019年十大网络金曲评选、
中国网络音乐高峰论坛、颁奖盛典三

大主体活动。
据介绍，2019年长江三峡网络

音乐节年度十大网络金曲评选通道
即日启动。中国大众音乐协会根据
全网大数据，选取50首2019年度当
红流量网络歌曲，从中票选出2019
年度最受大众喜欢的十大网络流行

金曲。评选由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专
家评委会、中国主流媒体代表、大众
网络投票三部分加权评价，产生最具
代表性的网络金曲名单。

音乐节期间举行的中国网络音
乐高峰论坛，将邀请音乐行业权威人
士、全国主要网络音乐播出平台、知

名网络音乐创作人等，就当前网络音
乐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2019年长江三峡网络音乐
节的重头戏，颁奖盛典上将揭晓年度
十大网络金曲名单，获奖歌手代表将
来到活动举办地忠县三峡港湾电竞
馆领奖并演唱。

长江三峡网络音乐节12月21日将在忠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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