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知道西部（重庆）科学城长啥样，首
先要清楚其空间结构。

据介绍，中梁山、缙云山东西并行，长
江、嘉陵江南北合抱，“两山夹两江”形成
的中心城区西部槽谷，便是西部（重庆）科
学城的空间结构。

总体来看，西部（重庆）科学城所在
的西部槽谷，有“向西联动渝西、辐射川
东”的突出区位优势、“两山夹一谷”的优
越地理条件。这一区域拥有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国家级高新区、
西永综保区等多块“金字招牌”，高新技
术产业和科教资源集聚。

目前，我市以重庆高新区作为西部
（重庆）科学城规划建设的战略平台，正加
快建立西部（重庆）科学城一体化建设发
展机制。西部（重庆）科学城涉及北碚、沙
坪坝、九龙坡、江津、璧山5个区。其中，
重庆高新区直管园是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核心区。

1▶ 地理地理区位区位
位于中心城区西部槽谷

涉及5个行政区

9月16日，西部（重庆）科学城新闻发布会在雾都宾馆举行。作为2020线上智博会重要活动之一，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规划建设备受关注
和期待，其大发展、大创新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据了解，西部（重庆）科学城，是“科学”与“城市”的融合体，是产、学、研、商、居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它以综合性科学研究为引领，以
技术创新为重点，以产业生成为关键，以驱动发展为目的，以优美环境为支撑，致力于打造城市创新发展的“智核”和人们向往的宜居家园，成为
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这座城，究竟长啥样？此次举行的发布会，揭开了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面纱。 此外，西部（重庆）科学城还将规划南北通
达、东西畅联的城市交通体系。

在拓展四向联通大通道方面，向西串联成
渝，形成成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双通道，加密
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联通亚欧；向东联结长
三角，强化沿江高铁双通道，链接亚太；向南连
通粤港澳，共建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
盟、非洲；向北联通京津冀，融入京昆大通道，
通达蒙俄。

在打造铁公水空联运大枢纽方面，规划
“两主四辅”客运枢纽，其中成渝中线高铁设科
学城站，东接江北机场；成渝高铁引入金凤站，
东接重庆东站，西连重庆第二机场，形成高铁

“双枢纽”与“双机场”高效联动格局；规划“一
主三辅”货运枢纽，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
和中欧班列“双起点”作用。

在完善城市交通体系方面，规划“五快五
普”的轨道网络，实现槽谷中心30分钟通达南
北；城市道路公交线网覆盖率100%，公交站
点3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100%；推行“小街
区、密路网”规制；构建“全龄友好、四季友好”
的慢行交通体系。

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是面向未来科技、
未来产业、未来生活的未来之城，是鼓励创新、
开放包容、追逐梦想的梦想之城，将建设成为
现代化城市样板。

5▶ 交交通体系通体系
南北通达

东西畅联

在生态空间上，西部（重庆）科学
城将规划构建“一心一轴两屏”的空
间结构。

“一心”，即以寨山坪为依托的科
学公园，是科学城的“城市绿心”；

“一轴”，即沿科学大道，由湿地
群、公园群和城中山体组成的绿色长
廊，是科学城的绿色“主轴”、科学“主
轴”；

“两屏”，即缙云山、中梁山生态
屏障，是“城市绿肺、市民花园”。

这样的空间结构，将促进科技、
人文、生态相互交融，为科技注入生
态元素，让科技为生态服务，用科技
增添人文气质，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
能动性和创造力。

4▶ 生生态空间态空间
一心一轴两屏

为科技注入生态元素

在生活空间上，西部（重庆）科学城
将规划构建“一主四副多组”的空间结
构。

“一主”，即以重庆高新区直管园的
金凤为引领，与西永、大学城共同组成
50平方公里的科学城主中心，规划集聚
高端生活性服务、国际科学交往功能，布
局高品质居住区；

“四副”，即北碚、团结村、陶家-双
福、青杠四个片区副中心，承担片区综
合公共服务和商业商务功能；

“多组”，即围绕圣泉、西彭、丁家、青
凤、歇马等节点中心，以及街道中心和社
区中心，形成多个职住平衡居住组团，完
善基础设施，强化功能配套，智能化应用
场景覆盖全城，打造“24小时办公、24小
时生活”的不夜城。

3▶ 生活生活空间空间
一主四副多组

主中心50平方公里

在生产空间上，西部（重庆）科学城将
规划构建“一核四片多点”的空间结构。

“一核”，即重庆高新区直管园，是集聚
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功能的核心引
擎，将集中力量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四片”，即北碚、沙坪坝、西彭—双福、
璧山四大创新产业片区，主要承担教育科
研、高端制造、国际物流、军民融合等功能；

“多点”，即以创新创业园、高新技术产
业园等为支撑，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新空间体系。

据了解，西部（重庆）科学城将紧紧围
绕“科学之城、创新高地”总体定位，紧扣

“五个科学”“五个科技”，打通产学研创新
链、产业链、价值链，让“金篮子”装满“金鸡
蛋”。

2▶ 生产空生产空间间
一核四片多点

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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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科学城全面启动建设，重庆日报
记者了解到，今年，科学城将在建平台、兴产业、
聚人才、优环境、提品质五个方面发力，聚焦科学
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动全域创
新“赋能”。

搭平搭平台台
首批校地合作项目已正式落户

据介绍，科学城将加快构建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科学平台、人才平台、资本平台、交流平台，不
断提升持续创新能力、产业生成能力、资源整合
能力、经济产出能力。

今年3月，重庆建立了科学城校地联席会议
制度，创新校地合作引聚新动能。目前，首批校
地合作项目已正式落户，为科学城不断增添“高”

“新”要素。
今年，科学城还将高水平打造一批科技研究

创新中心，围绕高校、院所、企业建设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研发创新平台，布局建设
大科学装置、大科学工程、国家级实验室，进一步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将科学城打造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兴产兴产业业
华为滴滴等头部企业相继落子

据了解，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突出
“高”“新”特点，科学城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
展四大主导产业，加快打造优势产业群，切实优
化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提升产业能级。

目前，平安大健康产业园、中国电子·重庆软
件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华为、滴滴
等头部企业相继落子，总投资200亿元的光大人
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动工建设，重庆植恩药业和

韩国百纳科思合作项目、亦度疫苗重庆研发中心
等生物医药产业项目也持续推进中。

下一步，瞄准5G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细分领域，科学城还将加大引育一系列科技含量
高、投资金额大、带动效应强的重大项目，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聚聚人才人才
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生态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大力提升创新动能的

同时，科学城将通过建立健全人才机制，完善人
才政策，用好重庆英才计划等平台载体聚集创新
人才；推进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规划建设，建立
完善国际化公共服务体系，吸引更多国际化企
业、人才安家落户；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
出台“金凤凰”创新政策，营造“近者悦、远者来”
的人才生态。

目前，在重庆高新区直管园范围内已建立
13个博士后工作站，并打造“重庆市博士后创新
创业园”，制定了人才整体推进方案。为加快聚
集海内外创新人才，还挂牌建设“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为产业搭建资源交流的平台。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还将针对多层次多维
度的人才需求，制定聚焦“塔尖”“塔基”的系列
人才政策；围绕产业链打造具有特色的就业创
业生态圈，加快聚集一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等领域人才，让科学城吸引更多“金凤
凰”落地。

优环优环境境
“互联网+”引领政务服务更“聪明”
“‘近者悦、远者来’，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创新服务体系，让创新

潜能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充分迸发。”重庆高新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科学城不断深化营
商环境改革，实施成渝两地高新区“证照异地互
办互发互认”，推进成渝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方
便群众，降低企业成本。

此外，还打造了重庆首部覆盖“区+镇（街
道）+村（社区）”的三级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将政
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实现一站式全链条政务服务。

下一步，科学城将充分运用“互联网+”改善
政务服务模式，大力推行全方位、全时空、全领域
的“三全”服务模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满足企业和群众多样化办事需求，
让信息服务无处不在，真正让政务服务在“互联
网+”的引领下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提提品质品质
将新建扩建10所公办中小学

科学城不仅是科技之城，也是一座生态之
城。面向未来发展“筑城”，就是要着眼建设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优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
间，促进产城景深度融合、人境业和谐统一，努力
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现代化新城。

今年，科学城还将新建扩建10所公办中小
学、新办7所以上幼儿园、开建3所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规划建设24小时城市书房、绿地公园开
建、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全面推进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通过建设“海绵城市”，科学城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加强；还将落地实施一批
5G、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新基建”
项目，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推进城市治理
现代化，让城市变得更“聪明”。

西部（重庆）科学城与两江新区双轮驱动，如
何实现错位发展？科学城的地标性项目有何特色
亮点？科学城的科教资源、创新平台、产业布局情
况如何？未来的科学城会是怎样一座宜居之
城？9月16日，针对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一系列
广受关注的问题，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解答。

与重庆高新与重庆高新区是何关系区是何关系？？
高新区是科学城的“空间载体”，科

学城是高新区的“灵魂本底”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商奎介绍，推进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是补齐重庆创新短板的迫切
需要。重庆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是规划建设科学城的战略平
台，重庆高新区直管园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核
心区。“可以说，高新区是科学城的‘空间载体’，
科学城是高新区的‘灵魂本底’，高新区的任务就
是推进科学城建设，最后的发展成果也就是科学
城。”

按照目标定位，西部（重庆）科学城将与两江
新区实现双轮驱动，与东部槽谷两翼齐飞，共同提
升中心城区发展能级。那么，西部（重庆）科学城
与两江新区如何错位发展？

对此，商奎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和两江新
区都是重庆重要的开放平台，要一起发展成为重
庆的火车头，努力实现双轮驱动、“双引擎”。但从
错位发展上来讲，创新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灵魂”和“生命”，更加突显科学主题，更加聚焦前

沿科学研究、先导技术创新、科技引领功能，要让
“科学”成为永恒主题、“创新”成为最强旋律，成为
全市发展的“智核”。

与其他地区与其他地区科学城有何不同科学城有何不同？？
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

展“筑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

从全国来看，已有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
合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处在我国的
东部和中部地区，三者发展定位的侧重点有所差
异。

对此，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杨林介绍，西部（重庆）科学城坚持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找定
位、明方位，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重点任
务，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
联动全域创新“赋能”，以综合性科学研究为引领、
以技术创新为重点、以生成产业为关键，建成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有哪些资源有哪些资源优势优势？？
让大学城成为科学城的创新

“大脑”

“纵观世界著名的科学城，往往都是一流大学
和科研机构云集之地。”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肖庆华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聚集了重庆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等28所高校及众多知名科技型企
业，有20余万大学师生，科教资源丰富。

要用好这些优势，就要发挥校地联席会议制
度作用，加强产学研互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参
与科学城建设，让大学城成为科学城的创新“大
脑”。

此外，还要破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制度
障碍，打通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通道，打造大
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构建

“政校银企”多元协同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把科
学城建成大学城的创新“沃土”。

标志标志性项目进展如何性项目进展如何？？
全长 60 多公里科学大道、占地

940亩科学谷已开工建设

按照规划，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建设科学大
道、科学会堂、科学公园、科学谷等标志性项目。
对此，全社会也非常关注。这些项目有什么特色
亮点？目前推进如何？

对此，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孙立东介绍，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重庆高新区正在谋划
打造一批展现科学城特质的标志性项目。

科学大道起于北碚碚东大桥南桥头，止于江
津支坪长江大桥北桥头，全长60多公里，是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综合大道，分为五大城市功能段
和两大自然生态段，将构建“5+2”城市与自然交融
的形象中轴线。目前，科学大道已启动一期10.5
公里建设。

科学会堂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集科技体
验、科技展览、学术交流、创新孵化、高端商务等功
能于一体，将打造科学城国际交往和科技交流中

心。目前，项目正在选址和方案研究。
科学公园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将依托寨

山坪自然山体，建设人科产城景深度融合的全域
景区，设置主题区，打造集研发创新、科普教育、休
闲游憩、人文展示于一体的科学城“城市绿心”，目
前项目正在规划设计。

科学谷占地面积约940亩，总建筑面积140万
平方米，以高技术服务业为核心，协同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数字产业，规划布局总部经济、中试研
发、孵化培育、产业及人才配套等功能区域，目前
项目已开工建设。

产业如何产业如何开始布局开始布局？？
力争到2025年四大主导产业规模

超5000亿元

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发展离不开科教资源，
同样也离不开产业的支撑。

对此，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局长徐秀霞表
示，从产业发展现状看，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形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千亿级、先进制造五百亿级、大健
康和高技术服务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今年1—7
月，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超2000亿元，其中集成
电路产值超100亿元、占全市比重超80%。

同时，重庆高新区坚持招商引资“主旋律”，今
年1—8月，新签约中国电子等项目59个、投资额
735.6亿元，其中科创项目占比超80%，百亿级项
目2个、十亿级项目15个，让科学城这个“金篮子”
开始装入更多“金鸡蛋”。

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还将聚焦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大数据、5G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轻量化材料、增材制造、智能机器人等先进制
造产业，抗体疫苗、生物治疗、体外诊断、医疗设备
等大健康产业，研发孵化、检验检测、数字文创、智
慧物流等高技术服务产业四大主导产业，推动产
业链与创新链、人才链、金融链、政策链深度融合，
力争到2025年，四大主导产业规模超5000亿元，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雏形。

未来未来生活如何配套生活如何配套？？
建设15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5分

钟社区生活服务圈

西部（重庆）科学城不光致力于打造城市创新
发展的“智核”，也致力于打造人们向往的宜居家
园，成为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那么，未来的
西部（重庆）科学城，到底会是什么模样？

商奎表示，这座“未来之城”将布局140平方
公里的居住用地，在科学公园和临山临水地区
规划高品质国际社区，结合轨道站点布局青年
社区和租赁公寓，规划多层次、多样化的居住空
间。

这座“未来之城”，将以科学城核心区为重点，
高标准配套文教体卫等设施，统筹布局国际学校、
国际医院，建设15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5分钟社
区生活服务圈，构建以人为本、便捷精准的公共服
务网络。

这座“未来之城”，还将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护，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建设，
从建筑到空间到环境，整个城市将散发着浓浓的
科学味道，成为科学场景丰富、山水田园交融、巴
渝乡愁浓郁的未来城市。

此外，这座“未来之城”还将是一座韧性城市、
智能城市，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
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安全系统，推进5G、人
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让科学城更健康、更
安全、更聪明。

“总之，未来的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打造成
为国际化、绿色化、智慧化、人文化现代城市‘新样
板’。”商奎说道。

国际化 绿色化 智慧化 人文化

打造现代城市“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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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维度认识科学之城

如何规划？1

如何建设？2

高技术服务产业功能区

●研发孵化

●检测认证

●数字文创

●商务商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功能区

●集成电路

●智能终端

●软件及网络信息服务

大健康产业功能区

●生物药

●精准医疗

●医疗器械

先进制造产业功能区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机器人及无人机

●前沿新材料

科学城立体交通网络（一期）包括大学城复线隧道、白市驿隧道、轨道7号线等
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科学城生态水系示范工程，全长88.7公里，纵贯科学城全域。

西部（重庆）科学城位于中心城区
西部槽谷，涉及北碚、沙坪坝、九龙坡、

江津、璧山5个区。这一区域，拥有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国家
级高新区、西永综保区等多块“金字招
牌”，汇集了重庆大学等本专科院校

28所、市级以上研发平台 169个、

西永微电园等产业园区14个，区内中

梁山、缙云山东西并行，长江、嘉陵江南
北合抱，是依山傍水、宜居宜业之地，是
创新创业创造的沃土。

西部（重庆）科学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制图/丁龙

今年将从五个方面发力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高新区提供

科学城聚焦四大主导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科学大道起于北碚碚东大桥南桥头，止于江津支坪长江大桥
北桥头，全长60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