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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岩TOD示范站为“城市复兴”站
点，将以教育产业为主，打造相关产业集
群。即通过“一带两轴”串联城市空间、“文
体公园”，打造片区引擎，构建文体主导、生
态复合的城市服务型新中心。

其中，“一带”主要通过社区文化中
心和城市绿廊形成TOD核心功能区纽
带；“两轴”则是通过区域慢行系统和

TOD站点串联城市，化解原有的地势高
差。

同时，依托站点附近医疗、高校等优
质公共资源，打造区域稀缺性公共服务中
心，形成满足各类客群需求的生态型、大
众型、宜居型综合活动区。在核心功能区
纽带，将引入适合山地的公共交通系统，
方便当地居民出行。

构建生态型、大众型、宜居型综合活动区

打造高质量慢行出行系统 形成“文体-景观-地铁站”相互联结的空间网络

1号线4个TOD示范站长这样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13日，
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经专家
组评审，首批轨道交通TOD（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综合开发——轨
道交通1号线4个TOD城市示范站（马
家岩站、微电园站、赖家桥站、磁器口站）
城市设计初步方案出炉。

“TOD综合开发是提升城市能级，实
现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也是高质量打造

‘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的重要举措。”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董事长李方宇表示。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进入加速建设的
关键时期，年内四期规划项目全部开工

后，在建规模将达384公里，到2025年全
市轨道交通总规模将达到1000公里。

根据规划，我市将加快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1号线这4个TOD城
市示范站是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在全线14个车站中选
出来的。

这4个站点将根据该区域站点用地
性质、开发强度与混合程度等因素，因地
制宜确定慢行网络密度，公共活动中心

和轨交站点周边应提高网络密度，打造
高质量慢行出行系统。即以文体公园为
核心，地铁站为支撑点，形成“文体-景
观-地铁站”相互联结的空间网络。

同时，我市将继续深化方案设计，进
一步落实租赁住房布局、地下空间开发、
轨道交通品牌等，通过以TOD区域为核
心组织城市生产、生活、生态格局，形成
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功能布局，最大限
度发挥TOD开发综合效应。

记者看到，微电园TOD示范站为“科技
创新”站点，将设置综合体、商业街等多类型
商业，完善城市新产业区配套，构建产城联
动、功能多元的商业商务型新中心，布局办
公、商业、酒店、公寓和租赁住房等业态。

即打造中心广场，增加绿化，设计慢行
矩阵系统，密化中心广场与社区绿化之间
的连接，通过打造TOD核心环，连接城市

重要空间节点。
目前，微电园站周边现状道路网络较

为完善，但南侧路网受未开发影响，可达性
相对较弱，该站点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面
积在280公顷。根据规划，将对站点周边
道路进行完善，加密内部慢行体系，将中轴
广场向南延伸，增加南侧区域步行可达范
围规模。

加密内部慢行体系，增加步行可达范围

磁器口TOD示范站为“人文传承”站
点，通过“一核、两轴、多组团”TOD规划，
构建文化复兴、消费升级的商旅创新型目
的地。

根据规划，将通过优化道路、建立缆车、
创造山水慢行走廊等方式，将散落各处的景
点进行串联，构筑一日游系统。同时，建立
慢行系统，优化商业步行街氛围，让嘉陵江

滨江区域可达性得以更好提升；结合轨道站
点设置磁器口旅游中心，强化主要节点间的
连接，创建5-10分钟的磁器口景区公交路
线。

同时，补齐沙磁大景区急缺的高端酒
店、品质住区、文化商业等功能业态，打造
融合连接磁器口、康明斯、歌乐山的文化消
费核心。

创建5-10分钟磁器口景区公交路线

赖家桥TOD示范站为“科技创新”站点，
通过“一核、一带、一环”TOD规划，依托绿色
生态及滨水资源，完善滨河商业、医疗配套，
打造服务于产业人才的智慧宜居生活圈，布
局生态社区、品质住宅和租赁住房，提升高新

区及西部（重庆）科学城人才居住品质，构建
绿色共享、服务人才的生态智慧型宜居地。

“一核“是以科学家社区作为引擎，“一
带”是以科学家社区和TOD配套商业形成
沿河商业带，“一环”是生态生活居住环。

构建绿色共享、生态智慧型宜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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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4月
13日，在全市统战系统“服务高
质量发展商会建设年”活动启动
会上，市发改委与市工商联签署
《合作共建欧洲重庆中心框架协
议》。今后，双方将合作共建欧
洲重庆中心，逐步完善其功能定
位，塑造其品牌价值，将欧洲重庆
中心打造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的一张新“名片”。

根据协议，市发改委与市工
商联将加强与国外驻华使领馆、
海外商务机构日常联络，共享海
外资源，共同推动重庆企业融入

“一带一路”，构建欧洲重庆中心
“一带一路”国际化专业化智囊
智库。同时，双方将共同打造服
务平台，推动渝欧双向投资、经

贸合作、企业交流。“具体而言，
即市发改委为欧洲重庆中心提
供政策指引和品牌赋能，市工商
联充分发挥其所属商会，如重庆
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等组织
的资源力量，全力配合市发改委
开展工作，助推欧洲重庆中心建
设。”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市发改委与市
工商联还将合作建立重庆企业
投资欧洲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库，
持续通过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
推动民营企业多形式、多渠道加
强与欧洲企业合作交流。同时，
健全制度机制，组建专门团队服
务入驻欧洲重庆中心企业，共同
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投资
融资、法律咨询、困难诉求等服务。

市发改委与市工商联
将合作共建欧洲重庆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员 刘美君）4月8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北碚区了解到，自去
年绵阳北碚签署政务服务合作
协议，推动两地政务服务事项跨
区域通办以来，已落实绵碚两地
通办事项95项。目前，两地正
在打造绵碚通办专区进一步方
便市民。

在去年签署的协议中，绵阳
北碚约定在智慧政务、政务改
革、异地通办、信息查询等10个

方面开展合作，积极推进两地政
务服务事项“异地可办”“跨省通
办”。去年7月底，北碚区政务
服务中心还设立了“绵碚”综合
窗口，43个事项实现跨区域通
办。截至目前，绵碚两地已落实
通办事项95项，包括居民身份
证换领补领、电子监控违法处
理、护照签发、户口迁移、电子社
会保障卡申领等。

为进一步方便两地市民，
绵碚两地正加紧打造绵碚通
办专区，投用后绵碚两地将通
过“渝快办”平台，实现两地用
户通、数据通、业务通。同时，
还将在单个事项实现异地通
办的基础上，梳理提供“绵碚
套餐”服务，共同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

绵阳北碚95项事项实现两地通办

（（本组图片由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提供本组图片由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提供））

□本报记者 向菊梅 实习生 谢轲

“汽车是重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但
报道中提到本地汽车产业在绿色化、智能化、
网联化、轻量化以及应用共享化等方面还有
很多提升空间，这个观点我很认可。”看了重
庆日报推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系列调查报道之
《重庆汽车产业本地配套率超过70%》后，特
斯拉中国西区总经理黄磊说，重庆可四方面
发力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弥补重庆汽车产
业在绿色化、轻量化方面的不足。

实际上，重庆不断升级壮大汽车产业
链，并把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提升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要抓手之一。特斯拉在重庆的市场表
现，就从侧面证明了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快速发展。

黄磊透露，特斯拉2018年进入重庆，
短短3年时间，已在南岸区、九龙坡区万象
城以及渝北区人和、新光天地开了4家店，
同时已建成19个超级充电站、13个目的
地充电站，共计187个充电桩。今年3月，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销量突破3.5

万辆，其中重庆在西部地区的表现优异。
黄磊认为，重庆的汽车保有量位列全

国第三，对汽车的消费需求旺盛，因此新能
源汽车消费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如此大，而重庆又
是一个汽车“重镇”。那么，重庆该如何把握
新的契机，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呢？

黄磊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相关政府部
门应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流通、消费、使
用环境、回收置换这一闭环角度制定产业

发展战略，统筹规划政策实施；第二，在产
业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要多倾听企业的
声音，尤其是在汽车流通和消费使用环节，
广开言路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三，要进一步
扩大市场开放程度，让更多外资企业参与
到相关政策的讨论中，政府、企业齐心协
力，为市民提供更好的驾乘体验；第四，相
关企业要完善新能源汽车使用端，如建设
充电网络、售后服务体系等，进一步提升新
能源汽车的市场接受度。

特斯拉中国西区总经理黄磊：

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 重庆可在四方面发力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日前，长安汽
车发布公告称，拟与建信投资、南方建信、
安和资本共同投资，设立重庆智能汽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合
伙企业委托安和资本管理。

上述合伙企业规模5.02亿元，长安汽
车认缴出资额2.5亿元，建信投资认缴出资
额2.5亿元，南方建信认缴出资额100万元，
安和资本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合伙企业

将抓住产业发展机遇期，围绕新能源、智能
网联以及汽车后市场等汽车相关创新领域
进行股权投资，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升级。

如今，长安在智能化特别是自动驾驶
技术领域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通过与华

为、腾讯、联通、中国汽研、大唐、移动等公
司签订相关合作协议，长安正牵头在重庆
打造基于5G自动驾驶技术的行业生态圈。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多方整合资源在
重庆设立产业基金，有助于重庆抓住产业

发展机遇期，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以及汽
车后市场等汽车产业链成长期及成熟期项
目投资，提速产业布局。同时，该合伙企业
也将丰富和完善长安汽车生态圈，助力长
安汽车高质量发展。

长安联合多方打造重庆智能汽车股权投资主体

关注重庆产业链供应链

微电园TOD示范站▶“科技创新”站点

赖家桥TOD示范站▶“科技创新”站点

磁器口TOD示范站▶“人文传承”站点

马家岩TOD示范站▶“城市复兴”站点

（上接1版）
业内人士表示，开年以来我

市汽摩产业能够取得持续上扬，
源自多家主要企业以结构调整
为主线，推进兼并重组，加强关
键技术研发，加快技术改造，实

现了企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接下来，重庆将以新能源汽

车为突破口，加强自主创新，培
育自主品牌，形成新的竞争优
势，促进汽摩产业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上接1版）
具体来讲，在引入一个项

目前，重庆高新区招商公司会
通过大数据分析该企业财务状
况、全国产业布局情况。初步
判定企业有投资重庆的可能性
后，再结合我市相关产业政策
及产业基础，通过大数据关联
功能，精准匹配可对接企业的
政策、人才等优势资源，最终实
现成功签约。

在大数据精准发力之下，北
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中国
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中心等一
批科研机构纷纷落户科学城。

今年3月，西部（重庆）科学

城“金凤凰”政策正式对外发布，
涉及人才、创新、产业、金融四个
方面，政策“组合拳”为营造良好
的企业发展环境再度加码。

重庆高新区该负责人表
示，招商引资是科学城建设的

“奠基石”。一直以来，重庆高新
区利用自身优势，围绕“高”“新”
做文章，招商引资态势日渐趋
好，使科学城对全球企业的吸引
力也愈发强劲。“重磅项目纷纷
落户、‘高’‘新’产业生态圈加速
形成，为科学城建设夯实了底
子，更彰显了科学城作为‘科学
家的家、创业者的城’的蓬勃生
命力。”

（上接1版）
“渝昆高铁具有地质结构复

杂、地形起伏大、区域环境敏感、
隧道占比高等特点。”京昆高速
铁路西昆有限公司宜宾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高超杰介绍，项目
建成后，将构建京昆高速铁路大
通道，加强成渝及滇中城市群相
互之间的交通联系，提升中心城
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成都局集团公司和西
昆公司正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加
快推进征地拆迁等工作进度，组
织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渝昆
高铁川渝段建设。渝昆高铁开
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及与滇中地区组团之间的
联系，大幅压缩重庆至昆明的铁
路旅行时间，极大改善沿线群众
出行条件，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25届
重庆都市文化旅游节暨城际旅
游交易会上获悉，重庆南川区
与四川广元市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将协同打造生态康养旅游
产业、开展文化遗产研究保护
利用等，共促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

根据协议，双方将协同打造
生态康养旅游产业，打造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康养旅游胜
地；协同开展文化遗产研究保护
利用，共同建立文物保护协调机

制，共推两地同根同源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研究梳理和保护传
承；协同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建
设，打通“智游天府”与“惠游重
庆”横向数据，实现两地畅游“一
码通”等；协同推进旅游宣传营
销平台建设，实现两地文化旅游
宣传营销联盟，联袂开展客源地
宣传推广工作；协同创建文化旅
游市场优良环境，建立两地文化
旅游联合执法、案件协查协办机
制和文化旅游行政处罚信息、黑
名单信息通报制度，互通文化旅
游市场监管信息等。

南川广元签署合作协议

共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