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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科技创新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创新发展

倾力打造主城都市区“迎客厅”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盘活区域发展大棋局

山山璧璧

近年来，璧山前瞻性出台了现代服务
业、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场景经济等发展
意见，先人一步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大健康等前沿和
新兴产业，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把机遇转
化为动力，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

大学城创新生态区、西部（重庆）科学
城（璧山）建设纵深推进，西部（重庆）科学
城璧山创新生态社区首期10万平方米建
成投用，重庆产教融合生态区（大学城西
区）、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相继开工
……如今的璧山发展像极昔日的圣克拉
拉谷，正在科技创新上实现积极作为。

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璧
山依靠价值链、利益链、科技链、金融链、人
才链“五大链条”有机耦合，加快构建“1+3+
N”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创新创业活力竞相
迸发。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为代表
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已成功孵化出10家
新科技企业；以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和
比亚迪动力电池研究院为代表的专业技术
平台，在Micro LED显示屏领域完成600
余项专利申请，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刀片
电池”实现量产；以重庆大学璧山先进技术
研究院为代表的“政产学研”融合平台，吸引
30余个科研团队落户。

“十四五”时期，璧山区将继续纵深推进
科技创新，通过构建创新闭环生态、强化企业
主体地位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造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该区将通过开展“双创”活
动、建高端研究院、组建科技创新联盟等方
式，集聚一批“双创”人才潜心开展研究，让

“金点子”变成“金蛋”；再通过重庆高新技术
产业研究院为代表的孵化平台，为在孵企业
提供小试中试、产业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
推动“金蛋”孵化成“小鸡”；再把生成的新科
技企业引入产业生态区，由政府予以增信，解
决用地、厂房、生产生活配套以及融资等难
题，帮助企业成为“母鸡”；最后将企业引入智
慧园区，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等方式促进企
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升级产品……让“母
鸡”变成“金鸡”，实现创新闭环生态。

据了解，通过一系列措施，到 2025
年，璧山区将实现科技型企业达到2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00家、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达到20件的目标；到2035年，璧
山将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
国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地处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璧
山也迎来了发展良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重要节点、重庆“西扩”第一站，璧
山出台《关于全力打造主城都市区“迎客厅”
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璧山）建设
的决定》，分别与四川省遂宁市、简阳市、乐
至县、梓潼县等市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促
成各方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唱好“双城
记”、建好“经济圈”开好了头，起好了步。

同时，璧山加快建设8个产业生态区和
城市西拓展区。在璧北建301平方公里大
健康产业生态区；在璧西建20平方公里国
际体育产业生态区；在璧南建50平方公里
临空产业生态区、160平方公里农文旅产业
生态区；在璧中区域规划建设20平方公里
重庆产教融合生态区（大学城西区）、10平

方公里西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
15平方公里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区（西部〈重
庆〉科技创新小镇）；向西依托茅莱山规划
建设10平方公里都市田园产业生态区；向
南以建设城市新区、产业新城为目标，推动
璧山高新区扩容至80平方公里……东向紧
紧“粘附”中心城区，西向广泛辐射成渝轴
线城市，通过科学的空间规模和合理的产

业布局，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版图，使
区域发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完善。

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要推进城
乡融合。“十四五”时期，璧山将以城乡融
合为突破口，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加快建
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不断激发
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同时，发展富民乡
村产业，建设“都市田园、田园都市”两种

形态试验田，推动“菜园”“果园”“花园”
提档升级。提升乡村建设质量，全面推
开“党建引领、水价治理”，大力推行“党
建引领、乡风治理”，健全完善以党建为
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
治理体系，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
抓好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

“十三五”时期，璧山区协调发展实现新
突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璧山）建设破
题起势，与川渝多个区县达成合作事项。同
城化步伐加快，以8个产业生态区为支撑的
区域产业版图轮廓初显，“经济边界”阻隔逐
步消除，三次产业比优化调整为5:52:43。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三
权分置”、“三变”改革、“三社”融合等改革推
进有力，集体经济稳步壮大，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升至62%。城市更新力度加大，城市治
理更智能更精细，城市人文品质、生态品质、
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乡村振兴活力迸发，人
居环境整治效果明显，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
效，“菜园”“果园”“花园”提档升级，城市与
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生动诠释了“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近年来，璧山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大力提升开放能级和水平，激发了区域
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璧山区建立了区委深
改委“背书”制度，召开区委深改委会议4
次，审定改革方案文件20余个，20项年度
重点改革专项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积极拓
展开放通道，重庆第二国际机场选址落户，

“云巴”示范线全球首发，轨道快线璧铜线、
27号线进入建设准备阶段，15号、26号线
加快推进前期工作，金凤隧道开工建设，升
级改造国省干线193公里。璧山还建好建
强开放平台，理顺璧山高新区、服务业发展
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体制机制，形成管委

会、促进中心、平台公司“三位一体”联动局
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通过深化中新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意（中欧）创新产业园建
设，支持具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出口，19家企
业享受出口信保专项资金支持政策。

“十四五”时期，璧山将坚持实施更大
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深入
推进高水平开放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便利化的开放新体系。首先，
要畅通对外开放大通道，通过统筹东西南

北4个方向，加快构建“1机场3轨道3城际
4高铁4快线8高速”多式多向交通网络，
努力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战略支
点；同时，璧山还将继续提升开放平台能
级，建强璧山高新区、服务业发展区、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使其成为推动全区经济增
长的“三发引擎”。此外，璧山还将提高开
放型经济水平。具体来说，璧山将拓展开
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加快对外贸易创新
发展，建设以“线上集成+综合服务”为主

要内容的跨境电商贸易平台，优化完善外
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合
作，有序推动企业“走出去”。

“十三五”时期，璧山区开放发展迈出
新步伐。多向多式开放通道更加完备，地
铁1号线尖璧段、九永高速、渝蓉高速等交
通干线相继投运，“云巴”示范线全球首
发。三次产业开放平台更加健全，璧山高
新区、服务业发展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引
领辐射功能不断增强，比亚迪、康佳、重庆
中医药大学、TOD大型城市综合体、新加
坡国际社区、非遗小镇等一批引领性项目
落地建设。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外贸进
出口额年均增长10%，累计利用外资8.5亿
美元，成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开放
环境明显改善，“企业吹哨、部门报到”“一
网通办”“审批代办专员”“大数据为企业增
信”“八大资金池”等一批便企惠企举措相
继落地，“亲清”政商关系健康发展，营商环
境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不断迈进。

协调发展

加快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璧山）建设

开放发展

大力提升开放能级和水平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绿色发展

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擦亮“生态之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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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 8 日举行的璧山区 2021 年
首期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中，川铁电气（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超
级电容项目正式落户璧山。该公司去
年收购了法国ADETEL公司超级电容
技术，并引入法国专家团队，将在璧山
建设hollywatt储能实验室。将该技术
应用于轨道交通，在站台乘客上下车
间隙，车辆就能自动完成一次充电，实
现车辆能耗和补给动态平衡，用时不
过15秒—20秒。一旦这种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轨道超级电容储能技术在璧
山实现落地国产化，将靶向突破超级
电容行业“卡脖子”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璧山区始终把创新摆在
全局的核心位置，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创
新生态社区从无到有，创新生态系统加速构
建，“1+3+N”科技创新体系日臻完善，军民
科技协同创新深度发展，西部（重庆）科学城
（璧山）建设扬帆启航，一批科创空间茁壮成
长，全区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8%以上。

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贯通，科技成
果产业化平台、专业技术平台、“政产学
研”融合平台示范效应初步显现，高端显
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全区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220家、增长5.8倍，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达59.7%，数字经
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近三成，“科技璧
山、创新璧山”成为新名片，以创新为引领
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2020 年 10 月 31 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联盟在璧山成
立。成立该联盟是进一步深化两地
科技合作的重要体现，联盟将发挥成
渝地区学术和人才优势，整合成渝地
区学科资源，加强成渝地区科技合作
与交流，助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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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璧山区综合交通“十四五”
规划出台，璧山将建设“1机场4高铁3
城际4快线3轨道8高速”的交通网络
建设格局，构建“南北通达、东西畅联”
的城市交通体系。如今，行走在璧山
街头，入眼可见的是穿城而过的成渝
高铁，地铁1号线经大学城驶往璧山，
小巧可爱的“云巴”正在运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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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历时两年、耗资2.7亿元

打造的璧山古道湾公园正式开园。这
座公园以成渝古驿道文化为主题，深度
挖掘成渝地区历史文脉，传承巴蜀传统
文化。这座公园的投用，也使璧山区已
建成投用的城市公园总数达到32座。

地处重庆西部的璧山，是一座严重
缺水的城市。但近年来却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之城，不断擦亮“生态
之城”的底色，先后获得了“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
等诸多“国”字号荣誉。

璧山区深化实施河长制，创新设
置了河长制责任“树状图”，由区委书
记、区长任双总河长，35名区级领导分
别担任35条区级河流河长和94座水
库库长，75个区级部门、15个镇街和
所有村组共计3244名干部点对点“绑
定”到 15226 个污染点源上，设置了

“库长、塘长、泵长、口长、点长”等，推
动河长责任压紧压实。同时，启动缙
云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开展林长制试点，实施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管好山护好水，绿色成为城市
发展底色。

“十四五”时期，璧山将继续推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让璧山天更蓝、地更

绿、水更清。璧山将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重点生态功能
区域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实施一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精心打造缙
云山、云雾山、茅莱山等生态廊道，改
造提升城区公园，坚决筑牢生态屏
障。同时，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擦亮“生
态之城”的绿色底色。

“十三五”时期，璧山区绿色发展
展现新作为。污染防治力度空前，河
长 制 不 断 深 化 ，累 计 关 闭 污 染 企 业
437 家，“三乱”问题基本杜绝，“三河”
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土壤环境质
量 总 体 改 善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达
310 天以上。滨水临山管控导则划定

“红线”，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成
效 明 显 ，国 土 绿 化 提 升 行 动 深 入 实
施，森林面积增加近 7 万亩，建成区绿
地率达 42%。东岳体育公园、枫香湖
儿童公园、古道湾公园等相继建成，
璧山公园远近闻名。“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提速推进，绿色成为璧山高
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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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古道湾公园
小巧可爱的“云巴”

2020年10月31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联盟成立

1月8日，璧山区26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赵童 王琳琳 苏成洪
图片除署名外由璧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1月 8日，璧山区26个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签

约项目中，大部分属于智能制

造、新材料等“高精尖缺”和处

于价值链前端的产业项目，落

地璧山后不但将进一步补链成

群，也将靶向突破一批“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

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也相继

建成投用：1月12日，璧山区古

道湾公园、黛山大道南延线、璧

南片区水资源调配工程正式竣

工投用，这是璧山区委、区政府

为市民送上的新年民生“大礼

包”……

新年伊始，璧山区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出一派只争朝夕、

热气腾腾的新气象。

进入“十四五”开局之年，

璧山区加快了与主城都市区中

心城区同城化、倾力打造主城

都市区“迎客厅”的步伐。璧山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时期，璧山区将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全力打造落实新发展理念

的示范区先行区、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生成示范区、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区、大健康产业集聚

区、航空门户枢纽。

展望 2025 年，一个经济

强、百姓富、生态美、科教兴的

现代化新璧山将出现在巴渝大

地上。

璧山发力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璧山发力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 摄摄//曾清龙曾清龙

静美璧南河 摄/曾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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