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南岸区打出商旅文体融合牌

去南滨路看夜

景吃美食，在南山火

锅一条街感受麻辣

味道，到九街壹华里

逛一次市集……，感

受重庆的美景美食，

不少人都会选择到

南岸。

自古以来，南岸

商贾繁荣、商业发

达。凭借良好的区

位和交通优势，近年

来，南岸区商贸流通

保持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的良好态势，商

贸流通规模日益扩

大，发展质量明显提

高。

随着重庆提出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南岸区商务委

按照要求，牵头拟定

《南岸区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区建设

行 动 计 划》（讨 论

稿），拟突出南滨路、

南山、广阳岛等区

域，围绕夜经济、会

展经济、商旅文体融

合发展等进行重点

提升。

商贸底蕴深厚
内外贸发展齐头并进

南岸区商贸设施、市场体系较为完
善。作为主城核心之一，弹子石与解放
碑、江北嘴共同形成重庆中央商务区，其
中南坪商圈、茶园商圈是重庆市级商圈。

在南岸，有着重庆外滩之称的南滨
路，商贸、旅游、文化高度融合发展，是西
部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拥有中华美
食街、全国商旅服务产业知名品牌创建
示范区、市级特色商业街等多个国家、市
级品牌和荣誉；已建成投用商业综合体
16个，总营业面积达140万平方米，一方
面支持引导百联上海城、协信星光购物
中心等商业综合体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则从以往单一的南坪商圈逐渐向各人群
密集区域发展，如弹子石区域开业的万
象汇、泽科弹子石中心、长嘉汇购物公
园，江南新城开业的悦地购物中心、奥园
广场、中铁万国城等；此外，该区还拥有
金菱汽车城、亿象城、红星美凯龙等各类

汽车、电子产品、建材专业市场30余个。
除拥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外，南岸区

业态丰富，重点产业优势突出，有效支撑
其商贸发展。其中，会展作为南岸区重
点产业之一，南坪会展中心2019年举办
展览会议217个，婚博会、动漫节、高交
会等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盛会，会展直接
收入66余亿元，拉动住宿、餐饮、娱乐、
购物等消费266亿元；南岸区医药流通
产业销售总额约占全市一半，国药控股、
华润医药、九州通、重药控股子公司均落
户该区；汽车销售方面，南岸区是主城三
大集聚地之一，限额以上汽车流通企业
共计35家，2018年全区限额以上汽车流
通企业零售额近百亿元。

与此同时，南岸区还着力推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外经外贸稳步发展。近年
来，南岸以开放平台为抓手，狠抓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重庆经济技术开放区、重
庆自贸区办公楼均落地南岸，高标准实
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
2018年，全区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

出口增速均居全市前三位。

拉动消费增长
发力“夜经济＋会展经济”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南岸区的
着力点在哪儿？南岸区商务委负责人介
绍，夜经济、会展经济是该区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主要抓手。

近年来，通过持续发力，南岸区夜经
济发展载体日渐丰富。目前，该区已建
成多条市级、区级夜市街区，分别为弹子
石老街、龙门浩老街、黄桷垭老街、九街
壹华里、金辉铜元道、南山火锅一条街，
涵盖餐饮、文化、旅游等多种业态，2018
年销售额近25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南滨路、南山山
水一体的独特景观资源，继续大力发展夜
经济。”南岸区商务委负责人介绍，一方
面，将依托长嘉汇购物公园、东原1891、
金辉铜元道“三点一线”南滨商业风景线，
国际马戏城、施光南大剧院、精典书店、

303话剧社等文化场所，优化南滨路沿线
商旅文综合体布局和功能业态，引进知名
企业和品牌，促进高品质品牌和产业集
聚，与江北、渝中共同打造主城核心大景
区，将南滨路打造成“人文历史风景眼、重
庆城市会客厅”，成为来渝游客的首选地
和必选地；另一方面，则将依托南山壹华
里夜景公园、一棵树观景台、老厂区域20
余家生态火锅等，将南山火锅公园打造成
为重庆对外的“夜游南山”美食美景名片。

为更好地为夜经济提供服务保障，南
岸区还积极建立部门沟通合作机制。一
是在交通、城市管理、治安等方面提供便
利，完善交通、卫生、消防、安全警示等各
类标志标牌和咨询服务点、车辆停靠点、
公共停车场、换乘点等配套设施；二是加
强食品安全、卫生、环保、垃圾收容等日常
监管，保持夜市环境整洁，防止噪声、油烟
等污染，规范夜经济发展；三是加强从业
人员培训，提升夜经济服务水平。

做大做强会展经济方面，南岸区商务
委负责人则透露，下一步，该区将依托南坪
会展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南滨路烟
雨公园、长嘉汇购物公园外广场、南坪步行
街等场地资源，喜来登、丽笙、凯宾斯基等
高星级酒店集群，积极引导重庆国际马拉
松赛、重庆南滨国际戏剧节、重庆夜市文化
节等重大节庆、会展、赛事活动继续落户，
通过音乐、戏剧、啤酒、电竞、文化沙龙、电
影、美术展、时装、演艺等多种元素，丰富展
会活动内涵。同时引导商家在各类重大活
动时联动促销，聚集人气，拉动消费。

商旅文体融合发力
广阳岛、高铁东站等项目落地

一直以来，南岸区商旅文体融合发
展有良好的基础，在该区文旅委、区商务
委等多部门支持下，构建起了商旅文体
融合发展机制。以南滨路为例，经典书
店、原美术馆等入驻东原1891，商业综
合体与书店、剧场等文创产业深度融合。

“为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下
一步，我们在继续发挥商旅文体融合发
展的基础上，将着力打造三大品牌。”南
岸区商务委负责人介绍。

一是美食品牌。主要依托南滨路、南
山两条中华美食街和回龙湾、南湖、百联5
条市级美食街，发展“南滨路高端餐饮”

“南山火锅”等特色餐饮消费，做大美食名
片。二是旅游品牌。着力将南滨路、南
山、广阳岛打造成4A级以上景区，串点成
线，形成南岸特色两日游和多日游旅游线
路和产品，发展夜间消费，将游客留在南
岸，消费在南岸。三是文化品牌。将结合
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建设，联动国际马戏
城、施光南大剧院、老街等文化载体，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发挥重庆国际马拉松赛品
牌效应，培育重庆南滨国际戏剧节、国际
音乐啤酒节、国际时装周等节庆活动，扩
大升级文化体育消费；着力发展体育健
身、文化娱乐活动，促进公共文化场馆延
时开放，丰富夜间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夜
市消费活力，带动夜经济发展。

除品牌打造外，南岸区还加快广阳
岛、高铁东站等重点项目建设，助力商旅
文融合发展。其中，广阳岛将秉承岛上
生态修复和建设利用原则，积极探索生
态环境系统性修复治理和生态价值实现
机制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彰显“长
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的高远立意，同
时推动广阳湾绿色智慧发展区同经开区
通江大道西侧片区连通发展。迎龙高铁
商务区则将围绕高铁东站综合交通枢
纽，充分发挥东站在国家高铁大通道上
重要节点优势，发挥重庆向东、向南窗口
门户作用，在站前区约5平方公里范围
内，集中打造集商务办公、会展旅游、总
部外事、跨境金融贸易、科技研发和教育
培训为主的外向型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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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行动

2020年1月5

日至6日，中国奶

业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第三次会议

在重庆召开,本次

会议的主题是“运

筹睿智、赋能奶

业、共赢未来”。

本次会议由

中垦乳业承办，原

农业部副部长、中

国奶业协会名誉

会长高鸿宾，原农

业部党组成员、国

家食物与营养咨

询专家委员会主

任陈萌山，原中国

农业科学院党组

书记、农业部总经

济师、中国奶业协

会战略发展委员

会常务副组长毕

美家，中国奶业协

会会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德发以

及中国工程院院

士沈建忠、任发政

出席了会议。

先牧场后市场
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获好评

重庆农投集团董事长何勇代表承办
方中垦乳业致辞，他表示，中垦乳业公司
是集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冷链物流配
送、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乳业企
业。成立了立足于全球化采购的中垦供
应链公司；建立了2个智能化万头牧场、
17个千头牧场，奶牛总存栏规模5万头，
所属中垦华山牧场获评全国首批休闲观
光牧场；拥有4个乳制品加工基地，建成
1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所属天友乳业、华山牧乳业两家公
司先后通过“中国优质乳工程”验收；建
成西南领先冷链配送中心，持续升级质

量安全管控体系，升级改造数字化营销
渠道，为亿万用户提供全程可追溯的高
品质新鲜好奶。

作为中国乳业D20成员之一的中垦
乳业承办了本次会议，并在会场上展示
了旗下天友乳业和华山牧乳业的系列高
品质产品，与会的领导和嘉宾对中垦乳
业产品的品质赞不绝口。会后，集团还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任发政举行了座谈会，就功能性乳品开
发、共建乳业研发平台达成共识。原农
业部副部长、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奶业
协会名誉会长高鸿宾，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李德发等参会领导对
中垦乳业产品表示高度认可，认为中垦
乳业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和发展低温乳

制品的定位顺应了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
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

加快推进自有优质奶源建设，
以产业厚度实现差异化发展

会议期间，据中垦乳业相关负责人透
露，中垦乳业拟在陕西定边县新建大型万
头牧场群，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1.5万头，
二期合计3万头，三期总计6万头养殖规
模。其中一期项目将于3月份开工建设，9
月份进牛，年内项目完工，建成后即可年产
生鲜牛乳8.5万吨，该牧场群完全建成达产
后，中垦乳业100%自有原奶资源将使中垦
乳业持续在国内乳业占据领先地位。

从2015年中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成立以来，这家年轻而又积淀深厚的乳
企就有着挑战中国乳业领军阵营的宏
图。如何稳健而快速地实现这一目标？
何勇指出，自有奶源建设是中垦乳业打造
中国乳业领军企业、实现与国内乳业巨头
差异化发展的根本保障所在。在天宁、华
山牧场的基础上，新建陕西定边牧场，是
践行集团公司赋予其大发展、大投入、大
开发战略使命的重要实施路径，也是基于
当前环保高压态势，中、小型养殖企业逐
步退出、原奶价格持续走高情况下的一次
产业链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垦乳业自身
有运营管理大型牧场的丰富经验和实力，
养殖规模的持续扩大将成为中垦乳业未
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撑。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研究数据，预计到
2024年国内原奶需求缺口将达到820万
吨，高品质生鲜乳将成为乳业竞争的决胜
关键。中垦乳业敏锐地洞察到中长期趋
势，捕捉行业机遇，经过在北纬37度奶牛
养殖黄金地带的宁夏、陕西等地科学调研、
缜密规划，初步选定于陕西定边县新建大
型牧场。据中垦乳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定

边县位于陕西省西北部、陕甘宁蒙四省区
交界处，地处鄂尔多斯草原向陕北黄土高
原过渡地带，北纬 36° 49′～37°
53′。当地自然条件优越，畜牧业资源较
为丰富，是陕西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非
常适合发展奶牛养殖。

“中垦是传承农垦精神的乳企，我
们做事的态度就在一个‘垦’字上。”中
垦乳业董事长、总经理邱太明表示，先
开垦后收获，先建牧场后建工厂，是中
垦在短短4年多时间内从零开始填补
西北地区鲜活奶品空白的根本所在。

厚积薄发，领先国内的自有优质奶源
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垦乳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垦乳业所属液态奶生产企业全部通过了
国家优质乳工程验收，天友乳业成为首家
通过验收的国有企业和农垦乳品企业，华
山牧乳业成为西北地区首家通过验收的乳
品企业。为消费者奉献一杯好奶，探索中
国乳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中国
乳业的振兴，中垦乳业将一直努力。

唐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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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垦乳业 陕西定边六万头大型牧场群项目开建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