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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龙头港至两江新区快速路(规划图)涪陵锦绣洲广场 摄/杨润渝

加快建设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涪陵扛起支撑“一区”辐射带动“两群”重大使命

建设成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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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福地 神奇涪陵 摄/杨润渝

畅通道 建枢纽
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涪陵位于主城都市区东部，因长江和三峡
库区与渝东北城镇群紧密相连，因乌江和武陵
山区与渝东南城镇群唇齿相依，区位十分独
特。正因为如此，涪陵成为主城都市区东向唯
一的重要战略支点。

“要成为一个支点，起到支撑‘一区’、辐
射带动‘两群’的作用，首先就离不开交通互
联互通这一基础要件。”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涪陵区正加强谋划，着力畅通道、建
枢纽，在“通”上求突破，在“快”上下功夫，在

“联”上做文章，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努力变节点城市为
枢纽城市。

“首先是要在通道上求突破，加快打通东南
西北四向通道，全面加强与川渝鄂黔湘的枢纽城
市、节点城市、邻近城市战略合作。”该负责人表
示，目前，一大批事关涪陵长远发展的重大交通
项目已得到支持，东南西北四向大通道建设取得
新的进展。

东向大通道方面，渝万（州）高铁项目可研
即将审批，渝武（汉）高铁涪陵至宜昌段已开展
设计招标；沿江货运铁路、沿江高速北线、白涛
至丰都三合高速公路纳入上位规划。

南向大通道方面，渝怀二线涪陵至秀山
段、梓里至白涛高速公路即将建成通车，渝万
高铁支线涪陵至武隆段，已启动研究论证；涪
陵至柳州铁路进入预可研阶段；江东经白涛
至白马高速启动研究论证；武隆平桥至涪陵
大顺高速纳入全市高速公路网规划，已完成

可研初稿。
西向大通道方面，南川经涪陵至两江新区

高速公路即将建成通车，石渝高速涪陵至巴南
段扩能加宽工程、南岸迎龙经龙潭至梓里高速
纳入全市高速公路网规划；涪陵龙头港至两江
新区快速路进入勘察设计阶段；正加快推进重
庆至涪陵市域铁路前期工作等。

北向通道方面，广安至涪陵货运铁路已完
成预可研编制，涪陵至垫江高速启动研究论
证。另外，在加强内部循环方面，鹅颈关至涪
陵西快速将在年内建成通车，马武至龙潭一
级公路将在明年上半年全线通车；涪陵绕城
高速全段开展前期工作，新增3座长江大桥纳
入《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
年）》；龙头港互通至龙桥快速通道、南沱至罗
云快速通道等项目已完成方案设计、施工图
设计等。

“这些项目对涪陵畅通与重庆主城区、渝
东南、渝东北快速联接具有重要作用。”该负责
人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落地或建成，涪
陵四向通道通行效率将大幅提升，经涪陵前往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或“两群”将更加快捷，主
城都市区“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将成
为现实。

以今年即将启动的两江新区至涪陵区快
速通道为例，该项目总投资约170亿元，是重
庆主城连接涪陵、规划的唯一城市快速路。该
项目西起于两江新区快速路六横线与三环高
速互通立交，向东穿越明月山，于洛碛镇处依
次跨越渝利铁路、渝万铁路和长江，最终止于
涪陵区龙头港。线路全长约44.5公里，主线双
向六车道。

其建成后，以江北机场为起点、涪陵老城
区为终点，两地距离可缩短为85.5公里，比通
过沿江高速经绕城高速、长涪高速经沪渝高速
到达分别缩短约30公里、31公里。

仅仅拥有通道还不够，如果不能成为一个
枢纽，那么就无法肩负起支点的重任。为此，
涪陵区还着力在“枢纽”上做文章。

未来，涪陵将依托龙头港，加强与果园港、
万州港的合作，加快推动铁路进港区，大力发
展铁公水多式联运，与内陆城市共建无水港，
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常态化开行涪
陵至广西钦州铁海联运班列，共同打造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和国际航运物流枢纽。

同时，围绕涪陵北站客运枢纽，在引入渝
万高铁、渝武高铁、渝万高铁支线涪陵至武隆
段基础上，向北争取广涪城际铁路主线经过涪
陵，构建川东地区通往粤港大湾区、海西新区
的快速通道。争取重庆东站至涪陵江南市域
铁路，并利用渝利铁路开通公交化列车，实现
与重庆中心城区的高频次、低成本快速通达，
提升对周边区县的辐射能力。

最终，建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以大枢
纽带动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建设大城市，为涪
陵打造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奠定基础。

强产业 筑根基
建设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产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根基。对建设主
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的涪陵来说，产业的发
展更是重中之重，不仅要为主城都市区高质量
发展做出贡献，还要发挥对“两群”的辐射带动
作用，这必然要求涪陵产业发展要做大做强，
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为此，历来是重庆工业重镇的涪陵，已是
智珠在握、胸有成竹。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涪陵未来产业发展的路径已经明确，
将结合已有基础，紧盯未来方向，坚持做长长
板、补链成群，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提升核心
竞争力，建设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其中第一招就是持续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集中培育五大支柱产业，每个支柱产业培育2-
3个百亿级骨干企业，培育2-3个500亿级产
业集群，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材料、食品
医药产业集群和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力争未
来3年再造一个千亿工业。

说这样的话，涪陵有底气。去年，涪陵完
成规上产值1589.9亿元，增长11.6%；工业投
资175.2 亿元，增长13.3%；工业税收72.9 亿
元，增长21.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7%，快
于全市3.5个百分点，总量493亿元，排名重庆
区县第一，已形成了新材料、食品医药、清洁能
源、装备制造、信息技术五大支柱产业。

在这一雄厚的工业基础上，涪陵开始精准
化的补链成群，持续壮大优势产业。前段时
间，针对上有蓬威石化年产60万吨PTA，下有
使用聚酯产品的食品包装及纺织企业的现状，
涪陵着力引进PET（聚酯）项目打通产业链中
间环节。借助浙江省对口支援涪陵区的平台，
引入了行业领先企业浙江正凯集团。

今年初，由浙江正凯集团投资建设的重庆
万凯一期年产60万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
料项目建成投产，使涪陵成为全球单套产能最
大的食品级PET高分子生产基地，不仅填补了
西部市场产能空白，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联动
发展，打通本地石化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
群，成为涪陵补链成群、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的又一个缩影。

在对现有产业的提质增效方面，涪陵也没
有放松，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持续推动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在“点”上抓单台设备改
造、推动企业“机器换人”，在“线”上抓生产线
升级、装备成套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在“面”
上抓系统集成、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不断推动老企业跟上步伐，焕发新生。

目前，涪陵区已成功创建市级智能工厂4
个、数字化车间20个，数量居全市首位。未来，
涪陵将力争使每个规上工业企业都有数字化
生产线，重点龙头企业至少有一个智能工厂或
数字化车间，建成一批智慧工厂和智慧园区，

成为全市先进制造业的示范基地之一。
除了继续推动五大支柱产业发展外，涪陵

还将着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涪陵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涪陵将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
站前经济，利用渝万高铁、渝武高铁、渝利铁路
汇聚涪陵北站，抓好泛高铁区域联动发展，促
进服务业集聚发展、提档升级，做活楼宇经济、
互联网经济、总部经济。大力发展临港经济，
推动涪陵港与涪陵综保区、高新区协同发展，
高水平发展港口物流、港航服务、临港产业，打
造临港经济区，推动实现“以港兴城”“港城共
融”。

同时，抢抓新基建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依托华为（涪陵）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加快
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重点龙头企业建设
企业级云平台和产业链协同平台，推动商贸企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强化数据资源应用，打造
区域性大数据中心。

“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涪陵将成为
重庆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支撑‘一区’产业
高质量发展、辐射带动‘两群’产业协同发展起
到重要的支点作用。”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

提能级 拓空间
建设百万人口现代化城市

推进主城都市区发展，有利于提升人口和
经济承载力，在更广范围内配置资源，进一步
提升城市能级，延伸辐射半径，扩大辐射范围，
为建设产业升级引领区、科技创新策源地、改
革开放试验田、高品质生活宜居区奠定基础。

涪陵作为主城都市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城
市，要发挥支点作用，就必须加快“扩容提品
质”的步伐，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一
方面支撑主城都市区发展，共同构建网络型城
市群结构；另一方面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带动“两群”共同发展。

为此，涪陵提出，加快建设100万城市人
口的现代化城市，主动承接主城区功能疏解和

“两群”人口转移。
“基于这一目标，我们正加快编制本轮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聚
焦于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三个方面，涪陵正加快优化国土
空间布局，推动涪陵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重庆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紧密衔接，积极争取扩大
建设用地保障，为未来城市人口集聚和产业拓
展备足空间，切实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与之同步的是，涪陵加快了城市能级和
品质的提升步伐，在共建共享上下功夫，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巩固提升以“两线三片一
城”为重点的城市核心组团。其中，新城区
突出功能完善、形象凸显，高品质打造城市
中轴线，加速集聚人气、商气，建成涪陵高端
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对外开放门户和

创新开放中心；老城区则突出有机更新、品
质提升，增强文化内涵、历史底蕴，进一步提
升宜居宜业宜游功能，打造城市高品质生活
服务中心。并促进产城景融合发展，推动城
周山体绿化“彩化”，精心打造北山等城市组
团。

去年，涪陵鹅颈关的涪南路建设在涪陵当
地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纷纷感叹：

“涪陵江南城区终于有了一段双向八车道的迎
宾路，不仅看上去很大气，开车也很舒服。”这不
过是涪陵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缩影。

2019年是涪陵区城市提升的攻坚之年，涪
陵区共建成城市道路约8.9公里，实施2座立交
桥，涪南路（鹅颈关隧道至鹅颈关立交）综合改
造工程基本建成，对外交通进一步改善；涪丰
北线一期、乌江大桥西桥头立交一期完工投
用，组团间交通联系将更加紧密；通江路、插旗
支路一期完工投用，高天路一期基本建成，站
前大道二期、鹤凤大道二期等项目加快建设，
乌江一路开工建设，使组团内部路网结构进一
步优化……

涪陵区还大力提升城市品质。两江四岸
是涪陵的城市客厅，是集中体现涪陵城市颜
值、气质的特色窗口。为让市民更好欣赏城市

风光，领略乌江、长江两江交汇的壮丽美景，打
造开放共享的滨江公共空间，营造便捷共享的
滨江游憩带，涪陵区在与江南锦绣洲广场隔江
对望的江东组团最佳地块、黔水澄清的最佳观
景位置建设了一座大型市政广场。2019年底，
涪陵新的“打卡”地——两江文化广场正式建
成投用。

涪陵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加快了区域性教育高地和医疗卫生中心建
设。去年，青少年活动中心装修完成投用、长
江师院三区工程完工、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装修
完成陆续投用。开展了合作办学、合作办医，
打造“名校+”联合体、品牌医联体，建设特色职
业教育基地，提升与先进发达地区合作水平。

“通过优质的生态环境、城市生活和公共
服务、空间品质吸引人才，吸引企业，创造繁
荣，正引领涪陵从城镇化‘上半场’追求效率、
追求速度，转向‘下半场’以业兴城和以城兴业
并重。”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涪陵
区累计实施城市道路、公共空间、公共配套和
重点开发等项目92个，完成投资97.8亿元，城
市品质颜值不断提升。

下一步，涪陵将进一步加快“扩容提品质”
步伐，将涪陵建设成为百万人口现代化城市，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化城市群的协同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促开放 抓创新
打造“经济圈”开放创新中心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打
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
经济体系，以大开发促进大开放，加快提升开
放区位、拓展开放空间，助力构建“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重庆
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

作为主城都市区东向支点的涪陵，则是重
庆主城都市区对外开放战略支点的重要部分
和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影
响着主城都市区开放水平和“两群”对外开放
程度。

为此，在打造主城都市区东向重要战略支
点的过程中，涪陵将对外开放作为重中之重，
紧扣区域开放创新中心定位，全力促进开放平
台升级优化、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增强
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加快对外开放方面，我们首先做的就
是建好用好开放平台。”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涪陵正高起点建设涪陵综保区，大力发展
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态，加强与
重庆自贸区协同联动，与其他保税区错位发
展、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中国榨菜城”建设，发
挥好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榨菜）的带动作
用；高规格打造国家水运开放口岸，加快涪陵
港服务贸易、中转业务以及期货交割仓库等功
能建设等。

去年底，三峡库区腹地首个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一期）顺利通
过国家海关总署验收，标志着涪陵综合保税区
正式进入封关运营新阶段。

截至目前，涪陵综合保税区已签约引进
项目14个，协议总投资约118亿元，预计实
现年营业收入约36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
约75亿美元，涵盖了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
税贸易三大业态，初步形成了以聚豪食品调
味品生产、重庆中宝生物植物提取等项目为
主的食品医药加工产业集群。

未来，涪陵区将着力构建起“1+3+5+X”
（1个国家水运开放口岸，3个核心开放平台，5
个开放主战场，一批骨干开放产业和重点开放

企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推动涪陵加快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主城
都市区东向开放支点。

在抓好开放的同时，涪陵不断积聚创新要
素。高标准建设国家高新区，着力打造科技创
新中心、环长江师范学院创新创业生态圈等平
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开展重点产业集
群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研发攻关，实施“百家”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千家”科技型企业助推计
划，加快构建“一个支柱产业一个创新中心，一
个骨干企业一个研发平台”的技术创新体系，
努力成为主城都市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国内最悠久的汽车发动机进排气门
产品制造商，如今每年从三爱海陵数字化车间
走向世界各地的进排气门产品达2.2亿只，但
在其车间里你却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井然有
序的生产线全速运行，各类自动化设备的灵活
运转，这一切依靠的就是智能化和创新。

除了推动传统动能的改造提升外，涪陵更
着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
展。位于涪陵高新区的互爱科技产业园，以智
能科技为引领的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这个“互
联网＋产业”新孵化平台，一期已入驻文化、游
戏、区块链、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 55家，自
2017年10月开园运营至今，营业收入超8.2亿
元。

“二期建设完成后，我们将再引进互联网、
智能制造、大数据领域的优质企业，将企业数
量增至100家，将带来超1000人的行业人才，
助推本土智能产业孵化，逐步形成集群发展新
模式。”该负责人表示。

优生态 强本底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区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涪陵拥有独特的
山水自然禀赋，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绿色本
底，将为涪陵高质量发展、集聚人口等提供支
撑，已然成为涪陵建设重要战略支点城市的必
选项。

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涪陵将坚持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认真做好
构筑绿色屏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

“三篇大文章”，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一方面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保。积极融

入长江、乌江生态廊道建设，深度参与三峡库
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和武陵山区文旅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合作共建流域联席会商
和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确保长江、乌江涪陵
段水质保持优良，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保持在
310天以上。

去年底，中化涪陵化工南岸浦厂区全面停
产曾在全市引起了轰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
始建于1966年的企业，由一个地方小化肥厂
逐渐发展壮大为化肥生产能力150万吨的国
家重点磷复肥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居国内磷肥
生产企业前十强，2018年工业总产值约23亿
元，利税7559万元。

然而，为了保护好长江两岸生态环境，加
快绿色发展步伐，涪陵仍然决定对这个拥有
53年历史、曾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的企业，最终环保技改搬迁，消除环保风险，
践行中央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战略部署。

一组数据足以看出涪陵加快生态建设的
决心。2019年，涪陵区拒绝引进污染重的项目
11个；累计关闭非法和老旧码头25座；投入
5000万元关闭禁养区养殖场634家；关闭规模
15万头生猪当量；全面取缔中小型水库肥水养
鱼；近3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7平方公
里。

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涪陵加快推进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积极创建国家级、市级绿
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构建以榨菜、中药材
为主导的“2+X”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系，
提档升级文化旅游产业。

“花经济”“花品牌”“花文化”是涪陵文旅
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重庆高山第一花乡、林
下花园、大木花谷”享誉全国。其中，绣球花作
为涪陵重点打造的“花卉王牌”，现有绣球花原
生品种4个、育种及展示基地3个、城市滨江及
山体花园多带遍种，拥有国内最大的绣球花主
题花园。

5月15日，在涪陵北山公园，以“绣球花儿
开·情定武陵山”为主题的首届重庆涪陵绣球
花节拉开序幕。涪陵区委书记以花为媒，在绣
球花公园为涪陵产品代言，现场直播带货，并
推介涪陵优秀文旅资源，展示了涪陵“大山大
水、大开大合、大收大藏”的人文底蕴和壮美风
景，成为涪陵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和农业“接二连三”的最新努力。

涪陵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涪陵将深入
挖掘白鹤梁题刻、北山点易园、816工程等历
史、人文、科学价值，持续推动白鹤梁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全力创建中国水文博物馆，启动建
设巴王陵遗址博物馆，高水准建设武陵山旅游
区、北山旅游区，高品质打造816小镇、美心红
酒小镇、大顺简约山居，积极共建“大三峡、大
武陵”黄金旅游环线，深度融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在开放和交流中推动涪陵文旅“借船出
海”。

赵童 刘玉珮
图片除署名外由涪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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