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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9
日，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重庆市群众
艺术馆承办的“奋进新时代·共圆小康
梦”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据介绍，该系列文化活动由2020
“欢跃四季-舞动巴渝”重庆市广场舞
展演、第九届重庆市乡村文艺会演、第
七届重庆市戏剧曲艺大赛、“成渝地·巴
蜀情”——《川渝乐翻天》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喜剧幽默节目交流展演四个活
动组成。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四大活动各具特色，其中重庆市
广场舞展演、乡村文艺会演、戏剧曲艺
大赛经过多年的积累，已成为全市推出
文艺作品、推出文艺新人的摇篮和平
台；“成渝地·巴蜀情”——《川渝乐翻
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喜剧幽默节目
交流展演则旨在加强川渝文化联动，促
进川渝两地群众文化的互动交流。

据介绍，“欢跃四季-舞动巴渝”重

庆市广场舞展演活动分设渝北、黔江、
垫江、云阳四个片区，首场片区赛将于
10月13日在云阳举行。

第九届重庆市乡村文艺会演自9
月30日开始报名以来，共收到作品94
件，包括音乐作品59件，舞蹈作品35
件。该比赛的片区会演将于10月11-
15日分别在云阳、北碚举行，10月28-
29日在长寿举行集中会演。

第七届重庆市戏剧曲艺大赛片区
赛将于11月上旬在石柱和永川举行，
决赛将于11月中旬在梁平举行；

《川渝乐翻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喜剧幽默节目交流展演活动，将于今
年12月底—2021年1月初在成都和重
庆分别举办两场。

本次系列文化活动将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市民也可通过重庆有
线电视互动专栏、重庆广电集团融媒中
心第1眼App、华龙网-新重庆客户
端、抖音、重庆群众文化云网站(https://
www.cqqyg.cn)等线上平台观看。

“奋进新时代·共圆小康梦”
系列文化活动启动

包括重庆市广场舞展演、喜剧幽默节目展演等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今年是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成立20周年。10
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英国驻重庆总
领事馆了解到，该馆将举办“英国嘉年
华”系列活动，在西南地区推出20场
线上活动和20场线下活动，庆祝20年
来英国与中国西南地区在教育、文化和
商务等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

其中，9位曾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
中英文化界人士将于本月为公众带来
14场线上活动，分享他们对中英文化
连结和交融的体验和感受。

此外，“英国嘉年华”还将在重庆举
行“乐享童趣”英国钢琴音乐沙龙、触式

橄榄球锦标赛和英国-重庆贸易投资
云洽会等其他线上和线下活动。具体
活动细节将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微
信公众号和微博上陆续公布。

英国驻重庆总领馆与重庆体育局
还拟于“英国嘉年华”期间签署体育发
展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在足球运动、体
育基础设施和赛事等方面开展务实
合作。

据悉，2019年，英国对中国西南地
区出口同比增长三倍，英国与重庆的贸
易总额从2016年的66亿元人民币增
加到105亿元人民币。20年来，累计
有来自西南地区的200多人获得英国
志奋领奖学金。

庆祝英国与中国西南地区友好交流合作20年

“英国嘉年华”将推线上线下40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9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研究院、会林文化基金主办，西南大学
承办的2020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
像计划·重庆行”活动在西南大学启
动。来自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喀麦
隆等8个国家的10位外国青年电影
人，将在西南大学志愿者帮助下，围绕

“农事·农家·农人”主题，用镜头展现重
庆乡村的新风貌。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
创办于2011年的一个中国文化体验
项目，外国青年电影人通过自己的独
特视角，在中方志愿者配合下，每人拍
摄完成一部中国文化纪录短片，以这
种形式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中外青年间的跨文化沟通、交流
与合作。

“此前举办过的9届活动中，‘看中
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吸引了来自美

国、英国、意大利、韩国、阿根廷等60个
国家77所高校的610名外国青年电影
人来到中国不同城市，用他们的镜头记
录蓬勃发展的中国，他们拍摄完成的短
片斩获了众多国际奖项。”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
高峰说。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安春元表示，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用影像架
起了中国青年和各国青年沟通交流的
友谊之桥，“希望外国青年导演能在西
南大学志愿者的协助下，更好地用镜头
阐释年度主题，用影像传播重庆文化、
展现中国魅力。”

据悉，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10位外国青年电影人将分赴万州区、
北碚区、合川区、开州区、巫山县、巫溪
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进行现场拍摄，他们拍摄的作
品将于10月24日在渝展映。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重庆行”活动启动

外国青年电影人
拍纪录片展现重庆乡村新貌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周凯

最高峰时，汽车年产量达300多万
辆位列全国第一，多家知名摩托车品牌
形成的“摩帮”一度占据全国产销量的
半壁江山；如今，汽车产量下滑到100
多万辆，摩托车国内市场占有率不到
10%……重庆，这座曾经辉煌的汽摩之
都，近几年因产品多面向低端市场、创
新研发不足等原因，汽摩产业正处于转
型提质的阵痛期。

位于渝西的重庆市永川区，过去只
有部分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但近两
年，随着长城汽车、雅迪电动摩托车等
知名汽摩企业的入驻，一批零部件配套
企业相伴而来。永川，一座汽摩新城正
在快速崛起，不但推动了重庆造汽车、
摩托车迈向中高端，同时也丰富了区域
汽摩产业配套体系，为重庆汽摩产业转
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从汽摩产业基础薄弱，到产值达到
数百亿元规模；从资源要素优势不明
显，到企业主动追加投资，疫情期间招
商引资逆势上扬……短短两年多时间，
永川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的秘诀何
在？其对西部中小城市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有何借鉴启示？

两分钟1台皮卡，40秒3辆电摩

“双班倒”抓紧生产，两分钟左右就
有一台“长城炮”皮卡车下线，随后很快
被运往全国各地——这是记者在长城
汽车永川生产基地看到的火热场景。
该基地去年8月底建成投产，尽管今年
一季度因疫情影响了生产计划，但随着
复工复产的加速，日产量从去年最高的
262台猛增到现在的500多台，依然供
不应求。“我们还欠市场端1万多台的
订单！”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副总经
理吕文斌说。

商用版侧重实用、乘用版侧重舒
适、越野版侧重硬朗，今年上半年销售
9.5万多台、同比增长47.7%……疫情
没有挡住“长城炮”皮卡车的火热销
售。吕文斌认为，“长城炮”皮卡车一经
推出就受到市场认可，一方面得益于长
城汽车抓住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解禁皮
卡车的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在于企业

“过度研发”，一改皮卡车粗糙的货车形
象，满足了不同消费者对豪华皮卡的需
求。

在永川区，与“长城炮”一样备受市
场青睐的还有“雅迪摩”。

3条生产线上，工人们熟练地组
装，每40秒钟，就有3辆电动摩托车下
线。“这还只是我们的代工生产线，等我
们自己的工厂建好后，工人将从现在的
400多人增加到1700多人，生产速度
还将进一步提高。”雅迪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总监陈雪荣带领记者参观代工厂
时说。

作为电动摩托车知名品牌，雅迪集
团项目去年11月落户永川区。为抢占
西南市场，雅迪集团在永川区加快建设
百万台电动摩托车生产基地的同时，还
租用当地一家摩托车企业代工生产。

“西南地区山地多，电动摩托这里能跑，

其他地方更不是问题。因此，我们重点
解决产品的续航、节能等问题，突出好
看、好用、好骑的优势，深挖西南市场空
间。”陈雪荣说。

汽摩龙头企业来到永川，吸引了一
批配套企业紧跟而至。今年3月在永
川区建成投产的瑞悦汽车重庆生产基
地，隶属于有着“汽车业的富士康”之称
的富满集团。记者在该基地看到，多条
自动化冲压线、机器人焊接线正在紧张
作业，这里将年产10万台套汽车车身
冲压、焊装件以及20万台套汽车内外
饰件、空调、座椅等。

富满集团公司董事长孟瑞章介绍，
作为长城汽车的老配套商，长城的到来
是企业落地永川的重要因素。“现在‘长
城炮’皮卡有40多个零部件由我们供
应，除了和长城汽车合作更紧密之外，
我们还与川渝的汽车企业加强了合
作。”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近两年汽摩企
业纷纷入驻的永川区，在2017年以前
汽摩产业体量小，以零部件生产企业为
主，缺乏龙头企业和先进技术支撑。短
短两年多时间，永川区已初步形成以长
城、庆铃等3家汽车整车企业，瑞悦等
两家代工企业，雅迪新能源摩托车和数
十家零部件企业为主体的“3+2+1+N”
汽摩制造产业体系，今年汽摩产业产值
有望达到358亿元、增长129%，产业
集群效应逐步显现。同时，重庆汽摩产
品主要以客货车、轿车、燃油摩托等为
主，永川造高端皮卡、电摩为处于阵痛
期的重庆汽摩产业优化升级添加了“新
燃料”。

招什么商？怎么招商？

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永川
区，是一个人口114万多人的中等城
市，三四年前钢铁和煤炭产业占当地工
业产值的36%，新兴产业空虚。“兴城
关键在于兴业！”在永川区委书记滕宏
伟看来，西部中小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招商引资是必由之路，而招商引资
首先就要解决招什么、怎么招的问题。

虽然和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人
才吸引、要素资源、产业基础、交通区位
等方面的优势并不突出，但大城市的发
展离不开中小城市的支撑。成渝地区
是制造业基地，因此近年来永川区在招
商引资中摈弃“捡到篮子都是菜”思维，
而是结合成渝地区优势产业找准定位
分工、承接产业配套，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我们的定位就是建设重庆重要的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我们瞄准的就是先
进制造业项目，即‘当期有市场、未来有
潜力’的成长型企业。”滕宏伟说。

解决了招商定位问题，接下来就是
怎么招商。“我们招商引资不是简单地
拼优惠政策，而是精准招商、抓大带小，
用资源和市场吸引先进制造业企业落
户永川。”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促进
中心党工委书记陈建国说。

汽摩产业链长，对区域经济社会带
动作用突出。尽管近几年面临产能下
滑、产业转型的压力，但重庆汽摩产业
基础好、辐射西南大市场以及有中欧班
列（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出口优
势。没有落后产业、只有落后产品，永
川区在招商引资中紧盯汽摩龙头企业，
走与重庆汽摩现有产品差异化的发展
路径。

经过研究比较，2017年永川区选
定销量质量俱佳的长城汽车重点招
商。当时，全国有近20个城市都在争
取长城整车生产基地入驻。如何在激
烈的竞争中胜出？永川区列出了自己
长处——“公铁水空轨”交通物流枢纽、
市场涵盖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通道便
于出口、川渝汽车产业配套齐全、重庆
职业教育基地等，这些正是整车制造企
业所看重的。同时，永川区干部作风和
营商环境也给长城汽车留下了深刻印
象，最终长城汽车项目花落永川。

“我们在招商引资中不是等待商
机，而是主动寻找商机。”陈建国说。永
川区招商团队注重研究目标企业的历
史、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特别是龙头
企业战略性扩张最关注什么、最需要什
么、最担心什么，站在企业角度寻找发
展痛点，并结合永川区自身实际提供解
决方案。

以雅迪电动车为例，2019年4月
国家出台了电动摩托车国家强制性规
范，行业加快洗牌。永川区招商团队研
究发现，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雅迪集团如
果在2019年下半年不建设新生产基
地，现有产能将很快饱和，影响企业竞
争力。雅迪集团很快被永川区的行业
分析、解决方案和重庆的摩托车产业基
础所打动，仅用2个月便决定在永川区
投资。

“从洽谈到签约，我们只用了36天
时间，这是我们所有投资项目中最快的
一个。”富满集团公司董事长孟瑞章说，

“重庆约400万辆的汽车产能、辐射西
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市场还有当地政府
高效的服务，让我们决定在这里布局全
产业链，建设研发中心和西南总部。”

营商环境与职教优势打造
企业发展乐土

从2018年6月启动建设，到2019
年8月整车下线，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
地用14个月创造了国内汽车整车工厂
建设的新速度。这一速度的背后，离不
开当地的良好营商环境。永川基地建
设过程中，其锻压平台建设需要混凝土
连贯浇灌，永川区全力以赴为其协调供
应混凝土。在复工复产中，永川区向相
关区县政府发函请求帮助49家长城汽
车配套厂尽快复工，并为企业新招聘
2000多名员工……因在永川发展顺
利，今年长城汽车又有3个项目决定落
户永川，追加投资12亿元。

“成长型企业需要的不仅是优惠政
策，更是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永川区
以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为目标，构建

‘做的比说的好、干的比签的好’的营商
环境。”滕宏伟说。

企业落地后如果服务不跟上、难以
正常投产，坏了口碑就会影响后续招
商。为此，永川区各工业园采用“秘书
制”精准服务模式，安排熟悉审批的专
职人员作为企业秘书全程代办工商注
册、土地招拍挂等审批事项，实现“企业
负责院墙内的，政府负责院墙外的”，助
推企业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达
产。

另一方面，永川区着力提高审批效
率、规范行政执法、纾解企业困难，增强
企业获得感。近期永川区开展千名干
部进企业帮扶活动，目前已派出4期共
400名干部进驻200家企业，帮助企业
获得政策减免或补贴1234万元，协调
解决困难355个。永川理文造纸公司
最初只有一条包装纸生产线，为延伸纸
浆、卫生纸等产业链，企业急需近千亩
的工业用地。在当地园区协调下，拆迁
征地工作顺利推进。“我们的卫生纸项
目仅三年时间，产能从2万吨/年增长
至54万吨/年，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不可能做到的。”该公司副厂长陈定海
说。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技能人才
支撑。永川区是重庆职业教育基地，现
有职业院校17所、每年毕业生约3万
人。但由于部分职业院校教授的技能
与企业用工实际脱节，导致产教“两张
皮”，企业难以招到合适的技工。

“要粘住产业和教育两张皮、实现
学校教的就是企业要的，政府是强力
胶水。”滕宏伟说。为打造西部职教
城、培养供需对路的技能人才，近年来
永川区实施“职教发展24条”，对当地
职业院校扩大招生、提档升级给予补
贴，同时搭建平台让企业与院校共建
实训基地、现代学徒班。如长城汽车
在永川投产前就与当地职业院校办了
9个实训班，企业一投产毕业生马上
就能上班。

永川区这个西部中等城市，不到三
年时间就聚集了汽摩产业集群、崛起
一座汽摩新城，其产业发展“弯道超
车”的背后逻辑是明确自身发展定位、
开展精准招商选商、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为中小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样
本和借鉴。

（原载新华社《经济参考报》）

永川：一座汽摩新城快速崛起的启示

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的流水线上，一片繁忙景象。（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陈仕川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8日
晚，全市区县“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
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高新区专场精
彩亮相。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商奎走进
直播间，通过VCR穿插、嘉宾对话等
方式，带领网友开启了一场西部（重
庆）科学城的未来之旅。直播效果突
出，在线观看人次近2000万，获点赞数
近200万。

“‘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各
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
这里云相会……”直播伊始，商奎开门
见山，直奔主题，推介展示了高新区的
人才招募政策、产业规划布局、西部（重
庆）科学城的“新蓝图”，向全世界发出

“走进科学城、投资科学城、建设科学
城”之邀。

寨上草木染包、蜀绣双面绣团扇、
3D打印机、隆鑫无极650DS、海兰云天
度假区、贝迪颐园温泉度假区等旅游精
品、文创产品依次亮相。直播间人气爆

棚，气氛热烈，不少网友通过发评论、刷
弹幕等方式为高新区点赞。

与此同时，高新区“云上文旅馆”
“区县文旅精品荟”等多个“双晒”作品
也陆续上线，充分提炼展示出了高新区

“科学之城、创新高地”的生机与活力。
其中本报通版刊发的“区县文旅精品
荟·高新区篇”，以“寻科学之魂”“享
未来之城”“品文脉之韵”三个篇章，生
动、形象、全面地展示了高新区的魅力，
广受好评。

“高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我
是有深切体会。本次‘双晒’充分展
示了高新区最优的环境、最好的服
务、最佳的政策，让我们更有归属感、
认同感和幸福感。”特斯联首席执行
官艾渝称。

据介绍，接下来，高新区将坚持用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高点定位、重庆
特色，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现代化
城市新样板，规划了“一心一轴两屏”
生态空间，即以 20平方公里寨山坪
为依托建设科学公园，打造科学城的

“城市绿心”；沿科学大道，由湿地群、
公园群和城中山体组成的绿色长廊，
打造科学城的“绿色主轴”；保护利用
好缙云山、中梁山生态翠屏，打造“城
市绿肺、市民花园”，高标准建设“山地
公园城市”。

在线观看人次近2000万，获点赞近200万

高新区“双晒”向世界发出邀请函

□本报记者 龙丹梅

白天，非遗传统文化与动漫二次元
携手；夜间，激情四溢的音乐季和特色
美食“角力”。这个国庆、中秋黄金周，
以公园之城著称的“小城”璧山，以别样
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光。

从9月29日至10月8日，璧山区
先后举办了国际非遗手艺特色小镇开
街、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大学城（西
区）音乐季、璧山兔来凤鱼厨艺大赛等
3场盛会和1场赛事，吸引了包括央视
直播连线在内的上百家媒体关注，全网
流量破亿。

“没想到非遗也能做到
既好玩又好看”

传承千年的古老乐器箜篌，集书
法、绘画、雕刻高难度综合艺术于一
身的微刻，以巧针灵线绣尽绵长的蜀
绣……长假期间，位于璧山区秀湖水
街的国际非遗手艺特色小镇引来众多
游客打卡。小镇一改传统商业街的模
式，采取了前店后坊的运营模式。30
多个非遗文化展馆里，每天都有大师级
传承人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场展示箜
篌、微刻、金钱板、正则绣等传统非遗技
艺，讲非遗故事，开非遗讲座，让游客近
距离体验非遗文化，亲身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

如何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并通过创新转化，为地方旅游注入独特
的文化因素？璧山区以秀湖水街这条

滨河街区为载体，打造了集吃、住、游、
购、娱于一体的非遗小镇，吸引了潘啟
慧微刻、胡泽宇微雕、汐隐宫等多家非
遗品牌入驻，9月29日正式开街便迎
来游客盈门。小镇还将现代科技融入
非遗业态，VR体验馆、智慧讲解机器
人以及“非遗新国潮”系列活动，都很受
游客欢迎。

“没想到非遗也能做到既好玩又好
看。”从渝北区来这里游玩的市民王琳
告诉记者，她和女儿在这里体验了传统
榫卯技艺，拿着放大镜观赏了微刻工
艺，品尝了糖画、豆腐脑等非遗小吃，一
家人玩得十分尽兴。

动漫文化节吸引全国各地
游客来打卡

黄金周期间的枫香湖儿童公园，到
处是身着汉服的国风少女，留着可爱刘
海、穿可爱短裙的洛丽塔，不时还能
碰见全身黑色、戴着面具的“无脸”
男……这里是第12届中国西部动漫文
化节举办现场，长假期间汇集了国内外
知名动漫、游戏IP，数百名COSER齐
聚，全国二次元大赛成渝双城赛、全国配
音大赛暨最强声优挑战赛火热开场，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共享二

次元带来的别样乐趣。其中，主办方推
出的动漫换装特别受游客欢迎，不少游
客挑选自己喜欢的动漫服饰，漫步在公
园中，亲身体验了一把cosplay的乐趣。

璧山区文旅委主任韩霄介绍，动漫
产业是数字创意产业的典型代表，伴随
着动漫、网游、电竞产业的日渐繁荣，二
次元经济圈早已突破粉丝群体，形成庞
大的泛二次元消费群体。本届西部动
漫节将枫香湖儿童公园变身为体验式
动漫现场，重新赋能传统公园，不仅为
璧山增加了新的文旅打卡点，也为璧山
旅游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不少年轻
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一睹知名
COSER的风采。

韩霄说，长假期间，璧山发布了文
化旅游IP形象“兔小儒”和“兔小雅”，
以及5G璧山数字文旅小程序“云游璧
山”，在文化旅游中融入了科技元素。
今年起，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永久落户
璧山，将成为璧山固定的文旅活动品
牌。璧山也将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打
造数字娱乐产业基地，让动漫成为璧山
的特色文旅品牌。

音乐和特色美食丰富游客夜生活

白天逛非遗小镇，体验动漫文

化，夜晚可去璧山南门唐城冷酒夜市
品尝当地特色美味璧山兔、来凤鱼，
或到东岳广场“首届大学城（西区）音
乐季”现场，在激情的声浪中尽情放
飞自我。

韩霄介绍，作为白天旅游在空间、
时间上的延伸和扩展，夜经济一头连
接消费需求，一头连接产品供给。为
了让游客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延长游
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长假期间璧
山举办了“首届大学城（西区）音乐季”
和“首届璧山兔·来凤鱼厨艺大赛”，用
音乐和美食来吸引游客，丰富游客夜生
活，吸引来璧山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增
加到1.25天。

长假期间，璧山举办了多领域、多
业态的活动，既包括小孩、青年喜欢的
动漫、音乐季和老年人偏好的非遗文
化，也有市民、游客都喜欢的美食，受
众几乎涵盖了所有年龄段。

通过传统文化、数字产业、美食名
片等多领域、多业态呈现，璧山旅游在
阴雨绵绵的长假期间带火了消费市
场。数据显示，今年的这个黄金周，璧
山共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同比增长
8.72%；旅游收入18342万元，同比增
长7.16%。

非遗特色小镇、动漫文化节、音乐美食夜经济

国庆中秋假期“小城”璧山文旅盛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