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玉林

□本报记者 陈国栋

许仁安表示，唱好“双城记”、建好
“经济圈”，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是首要任
务，交通应当先行，做好支撑。

许仁安说，重庆和四川交通部门将
携手大力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和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畅通多向出
渝出川大通道，提升交通互联互通水
平。到2025年，将构建成渝双核超大
城市之间1小时通达、成渝双核至周边

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成渝地区相邻城
市1小时通达等通勤格局，实现基础设
施网络一体化、运输服务体系一体化和
交通治理体系一体化。

他表示，将聚焦深化对接合作，
精准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
重大举措；聚焦提速铁路建设，着力
打造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推进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和城市轨
道“四网融合”发展；聚焦完善公路网
络，着力打造国家公路运输枢纽；聚

焦做强东向通道，着力打造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推动两地港口联动发展
等；聚焦机场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国
际航空枢纽，年内开工建设江北机场
T3B航站楼和第四跑道主体工程等；
聚焦高效优质服务，发挥长江黄金水
道、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渝
满俄”班列作用，推行重庆—成都公
共交通一卡通，推进高铁月票制等，
不断提升交通品质，助推建设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许仁安

交通先行，构建“1小时通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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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珺

“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奋斗姿态，
推动渝中全域整体打造重庆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黄玉林表示，渝中区
是重庆的母城，将抢抓双城经济圈发展
机遇，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美好城市
的展示窗口。

黄玉林说，为实现目标，渝中区将
精心打造两江四岸核心区渝中片区，推
动解放碑—朝天门一体化发展，加快解

放碑国家级步行街改造提升，擦亮“重
庆之窗”、扮靓“城市名片”；

将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全
面投入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解
放碑、时代天街两大“百亿级”商圈的“极
核”带动作用，加快构建区块链应用生
态圈，高标准打造环重医创新生态圈；

将高水平建设“人文渝中”，用好历
史人文资源，精心打造十八梯、山城巷
等传统风貌区和山城老街区老社区，主
动对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联动打

造成渝精品旅游线路和文化旅游品牌；
将深化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创新

推进重庆自贸区、中新示范项目、中央
商务区渝中板块建设，加强与成都锦江
区等地的深度合作；

将坚持全域一体化推进深耕精耕，
精细精致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建设
产业集聚区10个，改造提升老旧楼宇
100栋，打造亿元税收楼宇50栋，不断
提升渝中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
质、生活品质。

全国人大代表、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

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渝中打造50栋亿元税收楼宇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周勇表示，九龙坡区作为重庆主城
都市区的中心城区，将抓住双城经济圈
建设机遇，着力抓好四方面工作，以新
担当展现新作为。

一是强化机遇意识，在唱好“双城
记”中当好排头兵，在建好“经济圈”中
勇打头阵、勇担使命。

二是倍增机遇动力，紧扣“两中心
两地”目标，努力把九龙坡建设成为成

渝地区“双城”“双核”重要的现代产业
高地、科技创新高地、改革开放高地和
宜居宜业宜游品质之城。

三是用好机遇效应，把牢“五个
一”战略重点。在西彭工业园区全力
推动轻量化材料和智能化制造集群
发展，力争到 2025 年新增工业产值
1500亿元，“再造一个九龙工业”；高
标准建造10平方公里、辐射100万人
口、直接服务重庆高新区和支撑科学
城产城融合的陶家城市组团，“建造

一座现代新城”；全面提升百年工业
城品质品位，“锻造一个智慧商圈”；
高品质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九龙
美术半岛，“塑造一个美术半岛”；立
体建设中梁山花博园、重庆中温泉、
中梁山地心九龙等景点，“打造一大
生态景区”。

四是抢占机遇先机，推动工作全面
落地落实。抓项目、优服务、重落实，在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勇打
头阵、走在前列。

全国人大代表、九龙坡区委书记周勇

把牢“五个一”战略重点，九龙坡将塑造美术半岛

□本报记者 张珺

“不打口水仗，不搬牙巴劲，真正在
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于会文表
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大足加快补齐
基础设施短板、加快特色产业发展等提
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大足要发挥好区
位优势、产业优势，争做双城经济圈建
设协同发展示范区。

具体地说，就是要擦亮六个特色品
牌，打造六个区域中心——

擦亮大足石刻品牌，打造区域文化

旅游休闲中心，联动长江三峡、武隆、都
江堰等地塑造核心品牌，努力引领和推
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擦亮工业优势品牌，打造区域特
色产业中心，围绕五金、汽摩、静脉、智
能、文创，打造5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
群；

擦亮“大足硒锶”品牌，打造区域特
色农产品供应中心，与简阳、资阳、潼南
等联合打造100万亩柠檬产业示范带、
200万只黑山羊产业联合体；

擦亮生态环境品牌，打造区域高品

质生活中心，把大足石刻中蕴含的“慈、
善、孝、义、廉”等优秀传统文化植入城
市建设中；

擦亮区位优势品牌，打造区域交
通枢纽中心，建设对外“快速网”，加密
对内“串联网”，积极打造区域物流枢
纽；

擦亮职业教育和医疗卫生品牌，打
造区域职业教育和医疗康养中心，与永
川、内江等地联合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加强与重医大、华西医院合作，高水
平建设环龙水湖康养小镇。

全国人大代表、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

大足要擦亮六个特色品牌，打造六个区域中心

□本报记者 颜若雯

“荣昌地处成渝两地连接主轴黄金
联结点，是川渝合作的桥头堡，将之打
造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是我们的
时代责任和战略选择。”曹清尧表示，荣
昌将努力打造成为成渝之间以工业为
主导的经济高地、国家畜牧科技城、国
际物流“金三角”和一座宜居宜业美丽
的现代新型城市。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扎实补短板、

做强项、提品质，全面提升自身实力。”
曹清尧说，荣昌将补足基础设施短板、
做优产业发展强项、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推动农牧业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将
投资52亿元，建设我市第一个国家实
验室——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以推动生猪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现实
生产力；将以货运机场为开放平台，启
动50平方公里航空物流经济区规划编
制，与比利时列日机场合作共建“空中
一带一路”。力争到2022年，荣昌农牧

产业实现产值100亿元、农牧高新企业
达到40家；荣昌高新区建成区突破25
平方公里，工业总产值达到1200亿元。

此外，荣昌还将积极利用区位优势
加强区域合作，与四川泸州、内江共建
成渝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与永川和四川
泸州、内江建设“荣永泸内”国家高新区
产业联盟，与四川泸州、内江、自贡共建
农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推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产业发展链条互补，社会事
业共建共享、产业协作抱团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

荣昌要打造成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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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代表委员热议 ——

双向发力扎实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核 心

提 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

眼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是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必将对川渝两

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双城经济圈应该如何建？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

川渝两地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5月21日，参加重庆代表团“云”记者

会的5位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言献策。这一话题也引起来自四川的全国

人大代表和住川全国政协委员的热议。

四川联动

□四川日报记者 熊筱伟

5月6日，成都东部新区
挂牌成立；5月9日，重庆召开
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主
城扩容，主城都市区由21个
区组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会如何重塑区域产业经济
地理？两地之间的中间区域，
又该如何抢抓机遇、实现快速
发展？5月21日，来自四川的
全国人大代表和住川全国政
协委员们就此展开了热议。

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间区域如何抢抓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内江市
副市长陈朗：实现中间区域
崛起，并不是“坐等”成渝辐
射，产业互补才是根本的“动
力源”。中间区域应围绕和
成渝两地的优势互补，共同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如果没
有形成和成渝产业互补，中
间区域的区位优势，也没法
变成发展优势。中间区域的
市州应围绕成渝主导产业，
做强做好配套产业。内江市
对此就有着清晰定位——重
点发展“四新一大”（新材料、
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和大
数据）产业，全部是针对成渝
主导产业而定。

要承接住成渝两地的辐
射带动，中部区域应大力提

升城市竞争力。这包括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政务环
境、重视文化卫生等领域发
展，要吸引更多人愿意来、愿
意落户，否则抓机遇、促发展
都是空谈。

刘廷安：建议川渝两地
共同向国家申请，把中间区
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特殊区域，给予特
殊政策支持。成渝两地本
身也有发展任务，单靠它们
辐射带动中间区域，压力很
大。建议国家能否在中间
区域布局高能级开发开放
平台、建设川渝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等，推动形成“成渝
双核带动中间开花”的多点
拉动态势。

怎么干
围绕成渝主导产业形成产业

配套，共同申请在中间区域布局
高能级开发开放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资阳市
副市长刘廷安：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对中间区域
的影响，可以用一个词来形
容——（机会）千载难逢。成
都和重庆这两个核心，就是
区域经济的动力源和辐射
源。比如，成安渝高速公路
和内遂高速公路交叉形成一
个“十字”。这个“十字”恰好
处于成渝中间，其沿途川渝9
个区县发展滞后情况相对明
显。这背后的原因和两地核
心城市过去背向发展、次级
城市发育不足等现实挑战有
关。而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推进，这些区域
也将迎来发展的绝佳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名誉院长杨先农：成渝相向
而行，必然会强化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双核”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这种辐
射带动有望重塑区域产业经
济地理，实现成渝中间区域
从“中部塌陷”到“中部崛起”
的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
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
个重要影响便是使得生产要
素向两地中间区域加速集
聚。随着核心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向金融、科技创新等高
端产业发展，其他产业自然会
向周边溢出。中间区域首当
其冲，会是最直接的获益者。

怎么看
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望重塑

区域产业经济地理，实现从“中部
塌陷”到“中部崛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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