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2月，市领导在调研
时指出，努力把广阳岛打造成为“长
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力争把广
阳岛片区建设成为“两点”的承载
地、“两地”的展示地、“两高”的体验
地。

●2019年 4月，国家推长办正
式函复同意广阳岛片区开展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示范。

●2019年5月，市委、市政府成
立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示范建设领导小组，正式拉开示范
建设序幕。

●2020年3月，市委、市政府决
定在广阳岛片区建设智创生态城。

●2020年4月，南岸区委、重庆
经开区党工委决定成立广阳岛生态
城建设发展指挥部工作专班。

●2020年5月，南岸区委、重庆
经开区党工委成立广阳岛生态城建
设发展指挥部，下设规划设计、资金
保障等7个专项工作组。

●2020年 8月，广阳岛生态项
目一期修复完成，对市民试开放，广
受市民好评。

●2020年9月，市委、市政府主
要负责人调研广阳岛生态修复工作
时强调，精心把广阳岛打造成为重
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亮丽名片。

●2020年12月，总投资20亿元的重
庆数据湖产业园开工建设，将成为立足重
庆、辐射西南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综
合性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有效形成以数据
湖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

陶永国 图片由重庆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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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绿 色 发 展 。 市
委、市政府提出
把广阳岛打造成
为“长江风景眼、
重庆生态岛”，将
广阳岛片区建设
成 为 智 创 生 态
城，力争建成“两
点”的承载地、
“两地”的展示
地、“两高”的体
验地。

重庆经开区
肩负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长江以南
105 平方公里示
范建设使命，作
为全国位列第26
位的国家级经开
区，将全力推进
岛内岛外联动、
岛湾一体发展、
重庆东站高铁枢
纽商务区建设，
一座生态之城、
智慧之城、创新
之城、未来之城
正悄然崛起。

奋力推进广阳岛智创生态城示范建设

重庆经开区生态回归 智创未来
新年伊始，白鹭、野鸭在广阳岛江边

湿地上空飞翔，山坡、溪流、树林和湿地
相映成趣，形成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卷。
经过生态修复和空间优化，这座长江上
游江心绿岛的美丽容颜正徐徐展开。

科学定位
智创生态城蓝图从这里起笔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2018年 2
月，市委、市政府提出把广阳岛打造成
为“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力争建
成“两点”的承载地、“两地”的展示地、

“两高”的体验地。
2020年3月，重庆市委、市政府提

出，将广阳岛片区建设成为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

科学定位，让105平方公里的广阳
岛智创生态城蓝图从这里起笔。2020
年4月，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示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
重庆经开区肩负广阳岛智创生态城示
范建设重任。

规划引领
未来生活从生态回归开始

“回归五百年前的生态，引领五十
年后的生活。”重庆经开区紧紧抓住“生
态”这个大纲建设广阳岛智创生态城。

广阳岛位于长江流域黄金分割点，
扼长江咽喉，西联川陕滇黔、东接湘鄂
苏沪。以生态为引领的广阳岛智创生
态城更是位置优越、得天独厚，建成后
将成为辐射西部、引领未来的生态之
城。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广阳岛是地
标，智慧是能力，创新是动力，生态是本
底。

据了解，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将构建
“一岛一湾三城两带”（广阳岛、广阳湾、
东港新城、迎龙新城、通江新城、兰草溪
巴渝风情带、明月谷巴渝风情带）的空
间格局。岛内布局广阳岛国际会议中
心、大河文明馆、长江文化书院，打造

“生态达沃斯”，岛外布局长江生态文明
干部学院、长江生态环境学院、千里广
大文旅综合体、“巴渝乡村”乡愁体验
园、“绿色家园”智慧社区，绘就巴渝版
现代“富春山居图”。

按照广阳岛片区总体规划，重庆经

开区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
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美国史基
摩欧文美尔公司、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
司等国内外5家高水平单位（联合体）
积极开展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城市设计，
同步推进生态环境、综合交通、市政设
施、智慧城市、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
11项专项规划编制，统筹优化空间格
局和功能布局，描摹生态绿色画卷，营
造智慧创新未来场景。

这里将成为生态之城。重庆经开
区着手系统开展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
将自然引入城市、让城市融入自然，以
生态引领建设、用建设彰显生态，实现
产城景人文融合发展，使广阳岛片区再
现开门见绿、推窗见景、天人合一的长
江生态画卷。

这里将成为智慧之城。作为广阳
岛智创生态城建设主力军的重庆经开
区，将按照“智聚、智联、智创、智造、智
享”总体部署，依托中国智谷(重庆)科技
园建设，重点推进数据治理、应用示范、
产业融合等工作，激发智慧城市建设新
需求、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引擎，全力
建设数字经开、智慧经开，并把广阳岛
片区打造成智慧之城。

这里将成为创新之城。重庆经开
区将汇聚各类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强
化创新链、产业链协同，营造鼓励创新
的政策环境，深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
创新，让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使创
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源泉。

这里将成为未来之城。重庆经开
区将按照“国际化、绿色化、人文化、智
能化”示范建设，注重国际交往交流交
融，注重设施数字化、数字设施化，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提高生态“含
金量”、发展“含绿量”，努力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和谐共生
聚力产城景人文融合发展

重塑生态广阳岛，如何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路子，将“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

重庆经开区给出的答案是：围绕
“生态+”“数字+”，聚焦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大力发展大生态、大数据、大健康、大文
旅、新经济（“四大一新”）产业，重点集

聚全国性、区域性企业总部和研发、评
测、结算、金融等行业中心，打造生态经
济、数字经济产业高地。

具体来说，在“生态+”方面，依托
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培育生态
技术、智能制造、文化旅游、教育科研、
医疗康养等产业集群，高品质建设生态
总部基地、生态环保创新基地。在“数
字+”方面，重点发展5G、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创意设计、电子商务、金融科
技、区块链等新兴业态，高标准打造数
字经济创意产业园、绿色产业园。

为此，重庆经开区正在加速中国智
谷（重庆）科技园建设，打造数字经济、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三大高地，为广阳
岛智创生态城的建设充当先行军。

根据规划，重庆经开区将以广阳岛
为龙头，在广阳湾、通江新城、迎龙新
城、东港新城布局总部基地、绿色金融
基地、教育科研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
基地、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打造绿色
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重庆经开区还以建设广
阳湾、迎龙新城、通江新城骨架路网和
市政管网为重点，完善城市硬件；以塑
造城市风貌、优化景观打造，引进优质
教育、医疗资源、夯实人才保障为重点，
提升城市品质。

生态为本，人文并重。重庆经开区
将坚持以景引人、以产聚人、以人兴城、
以城兴文，深入挖掘广阳岛智创生态城
山水、民俗等领域非物资文化遗产，加
大主题民宿、特色餐饮、乡村旅居、创意
农园等乡村旅游新产品开发力度，鼓励
支持商旅文体农联动发展，致力实现产
城景人文融合发展。

全力推进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广阳岛片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建设领导小组
要求，按照“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公共
配套”优先原则，自2020年4月以来，
重庆经开区开展“三年行动计划”，拟实
施5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000亿元以
上，努力实现“两年大变样、三年见成
效”目标。

为此，重庆经开区加速启动广阳岛
智创生态城示范建设，仅用10天时间
迅速完成广阳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组
建。作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105平方

公里（长江以南）开发建设运营主体的
开发投资公司，现累计融资超过300亿
元，使建设发展资金需求得到了有效保
障。

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生
态修复及征地拆迁方面，经开区以构建
牛头山片区、团结湖、广阳大道、茶园大
道、苦竹溪、渔溪河“一山一湖两路两
河”生态廊道为重点，生态修复项目正
有序推进，苦竹溪近4公里的示范段整
治已完成段，滨河风景带风貌初显；2
万余亩征地拆迁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确
保广阳岛智创生态城重大项目建设用
地。

他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
等方面，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主
体工程及其3条（开成路、兴塘路拓宽
及东延伸段、东侧集散通道）对外骨架
道路启动建设，迎龙新城的美林路、美
林支路动工修建，通江立交交通转换道
建成开通，通江新城道路、管网建设全
面提速，刘家坪片区公共停车场建设和
市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启动，迎龙数字
经济创意产业园人才公寓（约7.4万平
方米）正加快装修施工，现已竣工3.4万
平方米，迎龙医药城剩余地块建设人才
公寓完成概念方案设计，广阳岛智创生
态城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配套人才
公寓、城市综合体、市民中心、文体场馆
等功能设施项目正加快引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阳岛片区的建
设中，重庆经开区竭力推进智慧生态协
同创新，加快智能产业项目签约落地，
好戏连台。2020年11月20日，重庆经
开区国际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召开，总投
资达435亿元的世茂集团渝港中心等
17个项目签约入驻经开区，分别涵盖
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大文旅等领
域；12月30日，总投资20亿元的易华
录数据湖产业园开工建设，广阳岛片区
以数据湖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
呼之欲出。

据了解，除世茂集团渝港中心外，
重庆经开区2020年还签约维沃重庆研
发生产基地、人人网视频总部基地、拓
维信息物联网总部、中国化学环境总部
等34个项目，总投资达850亿元。

同时，重庆经开区还全力支持维
沃、美的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发展壮
大，引导奇信、神箭等存量制造企业大
力实施数字化改造提升，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服务。

目前，重庆经开区正在积极与华为
物联网创新中心、去哪儿网、复兴集团、
银泰集团、航天科工、宝能集团、中铁
建、力合科创、中建科技、重庆赛迪研究
院、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知
名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长江风景眼”已初现，“重庆生态
岛”正形成。一幅以广阳岛为核心的城
市绿色发展的新蓝图正在加快绘就。

此“城”可待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蓄势崛起

新起点、新征程，2021年是推进广
阳岛智创生态城示范建设全面发力之
年。这位负责人表示，重庆经开区将全
面提速项目建设，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全力提升产业能级，确保实现“两年大
变样”目标。

“智创生态城，发展在于产业，产业
兴则城活。”他表示，重庆经开区将进一
步明确以“四大一新”产业为主攻方向，

迎龙数字经济创意产业园将完成重邮
三院（重邮华为鲲鹏学院、重邮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重邮
研究生院江南分院）、网易文创数字经
济产业园等项目入驻；长江工业园将完
成环境提升和密创产业入驻；加快实施
美的3年倍增计划，推进维沃研发基地
建设，促进京东云、科大讯飞等一批项
目提质提效，带动关联企业落户；开工
建设广阳湾总部基地、广阳湾金融科技
城，大力发展设计、研发、金融等业态，
瞄准龙头企业精准招商，预计2021年
将实现落户广阳岛智创生态城项目10
个，签约合同金额预计180亿元。

在不远的将来，广阳岛智创生态城
将采取“护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
丰草”六大策略，生态得到全面修复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广阳岛智创生态城
将是一座突出绿色、低碳、循环、智能理
念，采用数字建筑模型（BIM）、绿色建
材、装配式工艺等技术，市政道路、轨
道、综合管廊、能源、通讯、智慧城市管
理等基础设施完备的智慧城市；广阳岛
智创生态城将是一座突出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要求，以大生态、大数据、大
健康、大文旅、新经济“四大一新”为主
导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创新生态城市。

千里广大文旅综合体效果图

广阳大道效果图

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长江生态文明环境学院效果图

牛头山公园效果图

广阳岛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