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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从北京传来喜报
——我市与中国科学院携手开展战略
合作，双方共建的中国科学院重庆科
学中心将落户科学城，聚焦大数据智
能化、生物医学、新材料、生态环境等
领域建设高水平研究平台。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是中国科学院
与我市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将为我市
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打造科学城创新策源
地，争创综合性科学中心，加快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支
撑。”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与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深化合
作，选址科学城，既是深谋远虑，也是意料
之中。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
心载体，科学城绝非普通的科技园、开发
区，而是一座面向未来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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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核心区，已不单囊括了中科院重庆科学
中心。

在这里，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
航空发动机结构服役安全试验装置以及
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在积极推进中；获
批全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集聚英特
尔FPGA创新中心、IBM、博世工业4.0等
一批企业创新平台，引进中关村智酷、第
一创客等一批国际国内优质孵化平台；北
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加快落地，北理
工重庆微电子中心、电子科大微电子产业
技术研究院投运，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外
诊断（IVD）研究院等首批校地合作项目已
正式落地。

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群贤毕集，
在科学城扎根萌芽。

过去一年，科学城开局良好，紧扣“五
个科学”和“五个科技”，推动创新发展动
能加快积蓄。累计集中签约高校院所重
点创新平台项目24个，建成山区桥梁及隧
道工程等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市级科技
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
92.8%、42%，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数量增长34.2%。

“十四五”时期，重庆高新区将进一
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汇聚高端创新要
素，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加强突出“金鸡
蛋”装进“金篮子”导向，落地实施“金凤
凰”人才政策，“筑巢引凤”打造创新资
源集聚洼地，努力把科学城建设成为更
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
创新策源地。在补齐全市创新短板、推
动我市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
范例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中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作出
新贡献。

近日，科学大道一期完成工程量达
到约20%。预计2022年投用后，可在1
小时内贯通科学城南北，相比现在至少
节约一半时间。

科学大道北接北碚、南连江津，穿
行66公里，沿线经过科学元素集中的科
学会堂、花团锦簇的科学公园、科技感
十足的科学谷，是科学城的中轴线。

沿着这条大道，可以饱览整体城市
面貌，也能细品出城市蜕变的发展脉
络。它是整座城市的经济轴、文化轴、
生态轴，与战略性、科创、教育、商业和
人力资源的集聚息息相关，事关区域经
济发展。

此外，作为贯穿主城快速通道的
大动脉，含谷立交改造工程近日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98%。该区域成渝主线
预计在2021年 1月底通车，通车后原
成渝主线双向4车道扩大为双向12车
道。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
效疏导进出中梁山隧道车流，提升成
渝高速道路通畅率，缓解周边交通压
力，提升西部（重庆）科学城交通互联
互通水平，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快速发展……

在重庆高新区，处处塔吊林立，热
火朝天。一大批重磅项目有序推进，为
科学城建设按下“快进键”，国际化、绿
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的“新样
板”初具雏形。

实际上，去年以来，重庆高新区已
经在连续放大招。

科学谷等7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300亿元；在渝高校、科研院所
参与科学城建设23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超210亿元；2020年全年签约项目103
个，合同投资额1297.8亿元；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新院区、妇幼保健院、疾
控中心加快建设，PCR实验室建成投
用；7所中小学校启动建设，55所小区配
套幼儿园治理完成率100%；24小时城
市书房诞生，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
覆盖……

主体加速引育，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空间持续优化，“智慧名城”正在
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十四五”时期，重庆高新区将在
兴业兴城上下功夫、在互联互通上下
功夫、在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在宜居宜
游上下功夫。可以预见，未来的科学
城，将植入更多科技、人文、绿色元素，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历史人文、自然
生态功能无所不有，产城景深度融合、
人境业和谐统一，其空间之美、功能之
全，将满足人们对未来城市的一切期
待和憧憬。未来，科学城将成为城市
创新发展的“智核”，更将成为人们向
往的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家园。

科学城涉及北碚、沙坪坝、九龙坡、江津、
璧山5个行政区，在这一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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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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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风聚气之地，也是创新创业创造的一
块沃土。

坐拥如此沃土，赋予了科学城联动全域创
新“赋能”的使命和责任。

具体怎么做？2020 年 9月召开的科学
城建设动员大会早已明确。

“强化科学城创新引领功能，通过创新政
策跨区域协同、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产业链
跨区域联动，带动各类产业园区创新转型升
级，推动‘一区两群’全域创新、协同发展，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赋能。”

对重庆高新区来说，这既是自身发展的内
在要求，也是助力全市发展的重大机遇，更是
服务国家创新需要的重大举措。

详细地说，科学城将为产业园区创新转型
赋能，即发挥科学城科学创造、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产业生成功能，加强与两江协同创新区
联动发展，打造高新区升级版，更好集聚人才、
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要素，带动全市各类高
新区、经开区和产业园区向创新园区转型，形
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为“一区两群”协同发展赋能，即充分
发挥科学城的科技创新溢出效应，带动提
升主城都市区发展能级，推动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特色
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新格局。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即以
“一城多园”模式与四川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
加快形成平台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促、政策
互通、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合力打
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一年来，科学城不负众望。重庆高新
区和成都高新区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
开展“双区联动”合作；重庆高新区联合成
都高新区共同编制《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
区“双区联动”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工作方案(送审稿)》，制订了《重庆
高新区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工作方案(送审稿)》；科学城发出全市第一
张成渝异地营业执照……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全力以赴，强化部门统筹协调，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协
同创新体系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科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静 詹米璐
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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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3日，重庆高
新区管委会与重庆市经信委
举行联合招商合作备忘录签
约，双方聚焦科学主题，面向
未来新兴产业发展，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大
健康及高技术服务4个方向
启动联合招商，以加强全方
位合作。

“今年双方将联合策划
储备一批产业投资项目，包
括推动目前在谈项目及争取
后续签约项目。”市经信委负
责人表示。双方将设立4个
对接组，分别面向上述4个
产业招商方向开展具体项目
对接。

此次签约，为科学城的
招商引资工作注入了强心
剂，为科学城建设提供了产
业支持，传递出的正是市区
联动高标准建设科学城的信
号。

2020年，社会各界支持
科学城建设的场景还历历在
目，而今新一轮的支持与合
作又拉开序幕。

华润微电子、光大人工
智能产业基地、中国自然人
群生物资源库重庆中心；

5000 万元种子基金、涵盖
“助保贷”等50余项产品的
科技金融超市；研究论证高
校科研院所参与支持科学城
建设项目并纳入推进计划
40余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项目24个，投资额超330亿
元……

一件件利好和项目落
地，都离不开市教委、市科技
局、市经信委等部门的大力
支持，市区联动下的众多给
力举措，为科学城企业创新
发展提供了保障。

“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
智，以非常之举、用非常之
功，广集社会资源，建平台、
兴产业、聚人才、优环境、提
品质。”科学城建设万众瞩
目，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
能实现。

“十四五”时期，是重庆
高新区开启新征程、西部（重
庆）科学城实现新发展的关
键时期。科学城将以更大力
度抓科技创新，推动重点领
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
体化配置，努力形成一城引
领、多园支撑、点面结合、全
域推进的创新格局。

五区联动
“协同”成为关键词

近期，重庆高新区召开
共建西部（重庆）科学城区域
联席会议暨“十四五”规划征
求意见座谈会，围绕科学城

“十四五”如何建这一主题，
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北碚
区、江津区、璧山区“五区联
动”，纷纷建言献策，紧锣密
鼓展开了讨论、部署。

沙坪坝区高校环伺，也
是科创企业密集区，“融入”
科学城是“水到渠成”。沙坪
坝将通过引进和培育人才、
全方位扶持创新型平台、强
化科研成果转化，重点发展

“芯核器网服”产业，将智力
资源转化为创新动力，进而
为经济发展赋能，打造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科创智核”，
助推科学城建设。

九龙坡区的“融城”，是
一种“无缝连接”。九龙坡将
用好双城经济圈开发突进效
应，围绕科学城“科学之城、
创新高地”发展定位，坚持城
乡融合、产城融合、科技人文
融合，与江津双福新区统筹
规划、联动建设，高标准建造
10平方公里、辐射100万人
口的陶家城市组团，构筑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

化新城。
作为科学城四大创新

产业片区之一，北碚区将
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入
推进“园城带动”发展战
略，加快谋划推进北碚园
区整体规划建设，力求推
动科学城北碚片区、江东
小城镇群协调发展，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
结构科学、集约高效、功能
互补的区域空间格局。

江津“融入”科学城的规
划，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全力打造具
有江津特色的“两中心两高
地”，围绕“两中心”进行破
题，分别是科学城南部创新
中心和科学城南部商贸中
心，立足西部（重庆）科学城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

璧山则选择多点“融
入”建“一城多园”。璧山将
依托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
究院，倾力打造大学城创新
生态区和科技创新小镇，通
过价值链、利益链、科技链、
金融链、人才链“五大链条”
有机融合，打通智力和财
力、科研与市场的通道。

市区联动
群策群力高标准助阵科学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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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智能化生产线上作业
摄/谢智强

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学生正在参观自动驾驶等领域前沿创
新成果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即将完工 摄/郑宇

宜居宜业宜学宜游西部宜居宜业宜学宜游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 科学城一角科学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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