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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重点 求突破 抢进度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融入双城经济圈

5 月 13 日，忠
县新生港一期首批
工程水工结构主体
完工，随后将全面
转入陆域形成施
工、设备设施安装
调试阶段，并启动
仓储物流园建设，
确保明年 4月 1日
前全面建成并正式
投用。

今年以来，忠
县在做好疫情防控
前提下，千方百计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新生港、电竞
小镇、“三峡橘乡”
田园综合体、工业
经济项目等得以稳
步推进。今年第一
季度，忠县经济增
速仍然位居全市前
列。

“重点项目建设
事关民生大计、事关
群众利益、事关发展
大局，能稳就业、保
企业、稳经济。”5月
21日，忠县县委主
要负责人称，全县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市委
五届八次全会精神，
坚持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抓住用好重大战
略机遇，努力办好忠
县自己的事情。“在
加快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推动全县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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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极达鑫
环境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下称极达鑫空调）一
批价值500余万元的特
种空调销往主城。今年
以来，该公司销售主城
产品达 3000 余万元。
极达鑫空调是一家集开
发、设计、制造、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专业中央空
调、特种空调配套产品
制造商。早在2月初，该
公司就复工复产赶制出
63台专用空调送往武汉
雷神山医院。

“现在不但逐步打
开主城市场，还积极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极达鑫空调总经理
王亚称，2020年1月，公
司在主城建起了营销
部，进一步拓展成渝两
地市场。“我们在成都还
发展了合作伙伴。”

在忠县，像极达鑫
空调一样顺利复工复产
的企业有很多。截至目
前，全县工业企业复工率99.48%、
返岗率97.98%，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率100%，返岗率99.24%。据介绍，
忠县及时对县内339家重点企业和
202个重点项目发放10万个一次
性口罩；天地药业和极达鑫空调等
2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名录库，忠味堂食品、瑞竹
纤维等5户企业成功入选市级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录库，其中天
地药业、龄童米业、西厢阁粮油、极
达鑫空调等4家企业已分别获得人
行专项再贷款2.2亿元、700万元、
370万元、180万元；为重点企业点
对点送工800余人。

“同时针对订单减少、原材料
供应困难等问题，加快畅通企业
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忠县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称，一是鼓励县内
企业抱团发展，推动天辉锂电、天
力源等锂电企业就地采购新聚
成、赛博瑞等企业生产的电池隔
膜、电池盖帽、电芯产品；协调极
达鑫空调与天地药业、巨琪诺美
等企业拓展专用空调的销售渠
道；引导橘都三品主动对接特瑞
新能源、天海电池等企业，量身定
制专用集装袋。二是帮助企业开
拓市场，支持顺生金属、彤典工艺
品、君子林服饰、南泰电子等企业
出口转内销；鼓励南泰电子与格力
空调展开合作；牵线搭桥橘都锌
业、鑫锐诚分别与韩泰及正新轮
胎、中石化熔喷布生产企业开展
合作，把产能提起来、把效益增回
来。为企业止滑促增奠定坚实基
础，全力助推企业稳产增产。

重庆鑫锐诚科技有限公司是由
成都诚旭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和崇州
锐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忠县共同
出资组建的建设新型智能制造项
目。今年1月，项目一期建成投产，
5月成功升规入库。

抢时间、赶进度、补损失，忠县
从“危”与“机”的转换中突出工作重
点，千方百计稳企业、上项目、促消
费、惠民生、保运转，切实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落实，加快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助
力
企
业
从
止
滑
促
增
到
稳
产
增
产

新生港一期首批工程水工
结构主体完工

忠县新生港是重庆市核心港区之
一，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首个长江上
游水工结构万吨级码头。新生港工程
按“前港（港口）中仓（仓储）后园（产业
园）、‘铁公水’联运”布局，规划建设14
个5000吨级泊位（水工结构按万吨级
设计），一期工程首批实施5个泊位，年
吞吐量720万吨。

自2016年12月启动以来，新生港
推进顺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忠
县按照“分阶段、抓重点、优先恢复关
键线路工程”的原则，做好工期安排、
物资筹备，扫清施工障碍，为开展重点
项目百日攻坚打下坚实基础，全力推
进项目复工。2020年2月23日港池
开挖复工；25日，陆域土石方、边坡防
护工程复工，新生港复工复产工作走
在前列；28日，完成疏港大道最后一户
拆迁；3月28日，2#-5#泊位主体工程
全部浇筑完成；5月13日，3座引桥主
体结构全部完工。

“新生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忠县
相关负责人称，新生港建成之后，将为
川东、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提供快捷
便利的水运通道，同时对破解库区产
业发展难题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加快新生港
建设和铁路建设进程，将促进忠县交
通网络一体化建设，加速人流、物流、
资金流的引入。加快形成忠县经济的
重要引擎和新的增长极。

5月14日，广安市交通运输局负
责人带队到忠县，就成遂广忠黔高速
铁路规划等事宜进行对接。据了解，
规划中的成遂广忠黔高铁起于成都，
经遂宁、广安、忠县，抵达黔江，从而推
动忠县创建长江鱼刺型铁水联运模
式，畅通交通大动脉，搭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快车。

忠县相关负责人称，随着新生港
一期首批工程水工结构主体完工，6
月，新生港疏港大道进港路将建成通
车，新生港1#、4#、5#泊位也将投入试
运营。下一步，忠县将利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发展契机，对接广安、达
州、华蓥、邻水、梁平、垫江等市区县，
加强经营营运主体、营运货品招商，积
极开拓市场；同时依托中交集团优势，
开展新生组团片区规划，推动港产城
融合发展；并大力推进“成（都）遂（宁）
广（安）忠（县）黔（江）铁路”、“达（州）
梁（平）忠（县）石（柱）铁路”，延伸港口
腹地。

忠县首所大学进入主体施工

5月20日，忠县首所大学重庆数字
产业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数字产业学

院”）建设工地一派繁忙。该项目总投
资15亿元，占地502亩，按在校学生规
模1—1.5万人建设，以培养大数据技术
开发应用、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数字
文化娱乐内容开发与传播等专业人才
为重点。

“奋战200天，全面建成重庆数字
产业职业技术学院。”去年9月，数字产
业学院开工建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施工进度受到影响。自2月底
复工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施工进度，在
显眼位置设立了一道长50余米、高近
2米的红底白字的牌子，并立下军令
状。现在已进入主体施工，9月底前完
成学校一期项目建设，10月投入使用。

数字产业学院是忠县电竞小镇重
要的组成部分。2017年，忠县确立发
展电竞产业，率先提出打造电竞特色
小镇，仅用了7个月建成了三峡港湾电
竞馆，先后成功举办了14场赛事和节
会活动；制定出台了《忠县促进电竞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黄金 19
条”，成功引进腾讯重庆公司、上海游
族网络、上海无锋科技等20余家企
业。2018年，忠县电竞小镇入选国家
体育总局“全国优选体育项目”。2019
年，重庆市大数据应用管理局授牌忠
县电竞小镇为“重庆数字经济（电竞）
产业示范园”。2020年，重庆市政府
将忠县电竞小镇作为重庆市数字内容
产业集聚区之一。

“今年有6个重点任务、11个重点
项目。”3月9日，复工复产后，忠县电
竞小镇建设指挥部第一次指挥长会议

上决定充实调整工作力量，组建电竞
小镇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与电竞及文
旅招商组，橘城公司电竞部在电竞馆
合署办公。共同推进电竞小镇重大项
目建设的协调，跟踪，服务，招商引资
和赛事策划组织工作。

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电竞产业
优势日渐凸显，符合“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定位，要坚定电竞小镇建设和发
展方向，加快推进数字学院、展示体验
中心、孵化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科
技馆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项目建
设，全力推进电竞小镇及电竞产业招
商引资。

3月11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出
台《关于加快线上业态线上服务线上
管理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忠县

“电竞小镇”项目纳入线上业态重点发
展项目之列。5月初，1500平方米的
展示体验中心开工建设；5月8日，为
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战
略，忠县与四川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
打造共同的电竞赛事品牌，共同打造
中国西部电竞产业高地……“电竞”已
成为忠县城市的一张崭新名片。

“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今年开园

2017年7月，忠县“三峡橘乡”田园
综合体成为长江三峡库区和重庆市唯
一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项目
总规划面积18.6平方公里（其中柑橘2
万亩），按照“一镇三廊四区”，构建生

产、产业、经营、生态、服务、运行六大支
撑体系。

“一镇”即新立“柑橘特色小镇”；
“三廊”即橘乡人家风情廊道、环青龙
湖慢行廊道、田园马拉松廊道；“四
区”即智慧柑橘示范区、柑橘文化博
览区、橘乡荷海休闲区、三峡花卉植
物园区。

两年多来，忠县把“三峡橘乡”田园
综合体作为头等大事全力推进，建成特
色高效农业基地1.82万亩，发展市场主
体49家，吸纳农民就业3000余人，形成
柑橘完整产业链，“派森百”橙汁获“驰名
商标”，忠县柑橘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建成田园马拉
松廊道21.3公里、橘乡人家风情廊道6
公里、环青龙湖慢行廊道5.6公里，马拉
松环道串连10个村庄田园景观，三大廊
道构成综合体骨架支撑；实施新立场镇
房屋改造15万平方米，建成游客接待中
心、高速路服务区特色口岸、特色商业
街，改造农房风貌755户，IP主题乐园和
邹家院子、三斗丘、冉家湾3个组团示范
民宿集群加速建设；建成柑橘文化时空
馆、青龙湖湿地、香花槐大道、橘乡荷海、
智慧橘园、桃李梦园、七彩稻田等景观景
点启动创建A级景区。

截至目前，“三峡橘乡”田园综合
体共投入资金6.6942亿元，实施45个
政府投资类项目，有35个项目已全面
完工；招商引进IP主题乐园、示范民宿
集群、康养文创基地等项目协议引资
29.2亿元。

“乡村旅游加速升温。”忠县相关
负责人介绍，“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
先后承办重庆市2019年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现场会，成功举办2019“三峡
橘乡”田园马拉松、山地自行车、荷花
文化节、“忠橙”艺术节等赛事节会，累
计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

4月28日上午，忠县“三峡橘乡”
田园综合体第九次指挥长会议提出，
用好“金字”招牌、立足“田园”本质、
做好“综合”文章，全力推动“三峡橘
乡”田园综合体建设，打通项目建设
的“最后一公里”，确保今年正式开园
迎客。

下一步，忠县将完成柑橘产业国际
协同创新中心、游客集散中心、柑橘智
能大棚、柑橘杂交育种基地、乡村旅游
标识系统、示范民宿、2019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石桥水库生态治理项目等10
个续建项目建设，并于今年10月底以
前陆续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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