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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建设按下“快进键”。5月20日，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不仅“云签约”15个项
目，金额近270亿元，还集中开工了11个
重点项目。

在当天的活动中，南岸区、重庆经开
区与百度、京东、远达环保等企业签订合
作项目15个，签约金额近270亿元，涵盖
了数字经济、绿色生态、大健康、科技创新
等多个领域。

11个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长江生态
文明干部学院、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城市展
厅、经开区·博睿庭人才公寓等，项目总投

资约249亿元，包含生态修复类、市政类、
房建类项目等。

梳理这些项目，不难发现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的发展现状：即生态、智慧。

在生态方面，当天开工的长江生态文
明干部学院项目，是基于原村落用地进行
建设，并利用地形高差设置公共教学区，
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山、水、林、田的扰动，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第一个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学习研究、教育培训、宣传推广的
示范基地。

当天签约的重庆工商大学投资的“资
源再利用及环境保护工程中心”，将针对

重庆及三峡库区废油资源化过程诱发的
环境问题，开展污染控制、修复技术研究
和环保装备研发等工作，并将设立资源与
环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行废弃物综合
治理与资源化应用技术研究。

在智慧方面，京东全球首个超算中
心——京东探索研究院超算中心也签约落
地广阳岛智创生态城。该超算中心是京东
集团最前沿、最先进的重大科学装置，将围
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数据科学工程与管
理、去中心化计算、技术伦理道德以及科学
与艺术六大方向进行科学研究，加快探索
人工智能、自主系统以及下一代计算的新

技术及其创新应用，加速颠覆性技术的培
育。

据介绍，目前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已经
构建了78项生态城指标体系，涵盖森林
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地表水质量、
水与空气质量、清洁能源利用率等，并对
应各项指标，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恢复和
环境保护提升，实施全域雨污管网精细化
普查整治，河道管护和面源污染治理，加
快环境质量提升。同时，当地还将创新减
碳技术应用，有序迭代高能耗产业，探索
开展碳交易，力争2025年、确保2026年
实现碳达峰，2045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建设按下“快进键”
“云签约”近270亿元，1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5月20日，嘉陵江北岸，北碚区蔡家
智慧新城，两栋高楼巍然矗立，这里是北
碚区正在打造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园。很难想象，这两栋高楼曾是闲置数年
的烂尾楼。

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区了解到，该区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加强对全区闲置土
地、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的清理管理，提
升土地和厂房利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拓展新空间、激发新活力。

“沉睡”多年的烂尾楼“复活”

北碚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业互联网
产业生态园所在地块有170余亩土地，原
为深圳一家企业通过“招拍挂”获得,但在
建成8万余平方米工业楼宇主体框架后，
因种种原因导致烂尾，偌大的地块因此
闲置。

如何结合全区产业布局，盘活这个闲
置的烂尾项目？2018年，北碚区抓住成
为全市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机
遇，支持本土民营企业重庆神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收购整治。结合
全市工业制造业发展规划和蔡家智慧新
城定位，北碚区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在该地块布局发展工业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园，赋能北碚乃至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
同时，积极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由蔡家
智慧新城管委会与企业联合开展招商引
资，共同培育新兴产业链和生态圈。

如今，在这个北碚曾经最大的“烂尾
楼”里，已落户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重
庆分院、中国电子学会创新体验中心、国
信优易西南总部基地等一批重量级项目，

成为工业互联网产业的“神经中枢”。同
时，航天云网重庆工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
中心、启迪协信北碚科技城、中国电子西部
创新基地等项目也紧紧围绕该区域布局。

“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北碚区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已逐渐形成，将聚集
百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制造业与服务
业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蔡家智慧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整治安全隐患与“腾笼换鸟”并举

蔡家智慧新城嘉德大道的一个厂区,
由重庆晨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2010
年通过招拍挂取得，面积约100亩，后来
因该公司资金链断裂，2015年1月项目
停工直至烂尾。

烂尾后，这家公司将空地和未验收厂
房出租给30多家企业用于生产经营。这
里一度废旧回收物品堆成了小山，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

“我们坚持依法依规整治闲置低效用
地实现‘腾笼’，又抓好改造提升和招商引
资来实现‘换鸟’，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蔡家智慧新城管委会
副主任魏佳称，2020年11月，在北碚区
政府的引导下，原本位于蔡家智慧新城的
重庆峨克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峨克公司”）通过破产拍卖取得该地块
及地块上建筑物，随即进场进行了整治，
清运垃圾3000余吨。

峨克公司搬到新厂区后，建筑面积将
从1.5万平方米增加到6万平方米，项目

建成达产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值10亿元。

并非简单的一“腾”了之

“腾笼换鸟”，并非简单的一“腾”了
之。这个腾挪辗转的过程也是北碚区帮
助企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过程。

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发动机曲轴总成、设计、生产于一体的
民营工业企业，成立于1958年，60多年
来一直在歇马发展。由于城市发展等原
因，歇马曲轴现有用地分为4个地块，分
别在4个时间取得，这不但造成了管理不
集中、资源分散、物流浪费等问题，更直接
制约了该公司生产线的技术升级和智能
制造改造。

为了帮助包括歇马曲轴在内的规上
企业扩大规模，提高发展动能，北碚区引
导满足条件的企业逐步进入西部（重庆）
科学城北碚园区歇马片区。目前，歇马曲
轴已确定入驻，搬迁后公司规模将扩大
2—3倍，并新建以“5G+智能制造+物联
网”为基础的新厂区。“腾”出的土地也将
在北碚区加强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城市品
质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北碚已对区内清理出的存在
安全隐患问题的400余家企业进行了集
中整治。目前，该区正以提高工业用地效
益为目标，以盘活资产、转型发展为导向，
加快处置闲置土地、闲置厂房，大力引导
低效工业用地内涵式挖潜、集约化利用。

北碚区整治盘活闲置低效土地

烂尾楼变工业互联网产业“神经中枢”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
月20日，重庆市三峡生态环境技
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也是我市
在长江生态环境方面布局的首个
技术创新中心。

三峡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心
是经市科技局批复同意，由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长江环
保集团上游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重
庆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重庆水务集团等环保
领域优势单位共同组建，旨在加强
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科学研究深度
和技术成果转化力度，系统推进区
域污染源头控制、过程削减、末端
治理等技术创新，加快环境治理系
统性技术的实施。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
委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发挥科技
创新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加大三峡库区综合治理的科技
攻关力度。下一步，中心将聚焦生

态环保加强科技支撑，重点开展
“水环境治理”“水灾害防控”“水生
态修复”等领域技术研究及工程应
用。

据悉，三峡集团于2018年 6
月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坚持生态优
先、共推绿色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随后加快环保产业在重庆布
局，实施了一批生态环保项目，推
动培育和发展重庆环保产业，推进
和落实共抓大保护项目逐步落
地。下一步，三峡集团将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重庆长江生态
环境研究院，围绕“保障河湖健康
的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及工程应
用”“提升城市品质的水灾害防控
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长效人
水和谐的水生态修复关键技术及工
程应用”3个技术需求领域开展相关
科学研究，建设集环保产业关键问
题识别、研究、验证、转化于一体的
创新平台。

重庆市三峡生态环境
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
20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电建”）与西部（重
庆）科学城管委会签订战略协议，
中国电建将在能源、轨道交通、水
环境等多方面参与科学城的建设。

中国电建是由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大
型中央企业。其在清洁低碳能源、

水资源与环境建设领域处于全球
领先水平，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根据协议，中国电建将在科学
城成立二级全资子企业，在重庆区
域进行重大战略性投资引导、内部
资源统筹协调等。中国电建计划
与科学城在能源电力水利、城市轨
道交通及市域铁路、水环境综合整
治、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与土地资
源综合开发等多方面开展深入合
作。科学城将支持中国电建参与隧
道建设、水库建设、市政工程、生态
水系示范工程等多个项目的建设。

又一大型央企加入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中国电建与科学城签订战略协议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
月20日，重庆高新区与四川外国
语大学签订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科学城中学合作办学协议，双方将
充分发挥四川外国语大学资源优
势，共同打造科学城基础教育品
牌，进一步助推西部（重庆）科学城
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科学城
中学校计划开办为公办中学，规划
占地 94 亩（一期），建设规模约
96000平方米，预计设置60个教

学班。
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郑白玲表示，四川外国语大学
及附属学校将派出优秀管理团
队，按照“高位谋划、高端定位、高
位嫁接、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
路，依托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文化资
源和智能资源，努力将四川外国
语大学重庆科学城中学办成重庆
市一流中学，更好地服务科学城
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重庆高新区携手川外

西部（重庆）科学城再添一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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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创新生态激活新引擎，产业集聚发挥
新优势。5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通过重点培育大数据、软件信息、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等核心产业，整体规划面
积2平方公里的仙桃数据谷，目前已完成
投资83亿元，累计注册企业1024家，入
驻企业 232 家，聚集创新创业人才约
5000人，累计实现产值215.51亿元。在
2021年中国软件产业年会上，仙桃数据
谷与行业标杆中关村软件园等园区一起，
被评为“2020中国最具活力软件园”。这
是继2020年后，仙桃数据谷再获此殊荣。

华为软开云
面向3000多家科技企业开展服务

2018年8月，华为重庆软开云创新中
心落地仙桃数据谷。这是一个面向中小软
件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双创企业、互联网企
业、高校和广大软件开发者的一站式软件开
发平台。截至去年底，该平台已面向市内
3000多家科技企业开展软件云政策及技术
咨询服务，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圈。

仙桃数据谷是渝北区千亿级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地，致力于构
建“1+3+5+10+N”创新生态圈：“1”即数
据源；“3”即物联网、集成电路设计、人工
智能三个关键性技术；“5”即重点发展智
能汽车、智能终端、生命健康、软件信息、
数字城乡5大核心产业；“10”即建立10个
开放共享平台；“N”即形成N个企业集群。

近两年，其先后引入紫光建筑云、中
科创达、中冶赛迪、微软等龙头企业，培育
立信股份、物奇科技等本地知名创新企
业，构建以华为软开云创新中心、长安全
球软件中心、中科创达、紫光、传音重庆研
发中心等龙头企业为支撑的软件及信息
服务业产业链，千亿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产
业集群核心承载地的雏形已显。

一群“聪明”的灯杆
成为无人驾驶摆渡车的“坐标”

在仙桃数据谷，有一群很“聪明”的灯

杆，具有远程实时控制、视频监控、应急呼
叫快速响应、多媒体信息发布、环境监测、
5G基站搭载、网络广播等各种功能，它们
还是园区内无人驾驶摆渡车的“坐标”。

智慧灯杆管理平台可以生成仙桃数
据谷智慧园区所需的各种大数据，为城市
大数据应用提供强有力支持，助力智慧城
市建设。在这些“聪明”的灯杆支持下，乘
客通过手机App一键叫车，无人驾驶摆
渡车开到指定地点接客，再将乘客送往目
的地，高效解决仙桃数据谷内部的交通出
行接驳需求。

这是由新加坡科技工程电子有限公
司和仙桃数据谷合作建设的中新战略合
作智慧灯杆示范项目，2020年11月正式

落成，如今相关成果已在仙桃数据谷园区
内大面积应用。

渝北区是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
重要承载地，正在全力推进仙桃数据谷打
造中新信息通信领域示范点建设。仙桃
数据谷先后成为首批中新国际数据专用
通道接入园区，落户园区的新加坡（重庆）
青年人才驿站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
工大学等6所重点高校达成合作。

目前，中新（重庆）大数据智能化成果
展示中心已建成投用，将成为集中展示中
新信息通信领域技术成果、促进中新企业
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

“依托‘通道+产业+平台+人才’叠
加优势，我们希望将仙桃数据谷打造成为

中新信息通信领域合作示范园区。”重庆
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汪
小平说。

力争到2025年
营收达到200亿元

6 栋造型独特的“小蛮腰”、重达
2060吨的百米高连廊“指环王”、“全玻璃
立方”的会议中心、积木造型的仙桃国际
大数据学院……如今，仙桃数据谷园区建
设已基本成形，楼宇集群程度高，形象鲜
明，科技感十足。

“仙桃数据谷正围绕‘创新谷’‘智慧
谷’‘生态谷’三谷建设思路，全力构建创
新生态圈发展新格局。”汪小平表示，市委
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高质量推进特色产
业园区发展，仙桃数据谷未来的样子也更
加清晰——

作为“智慧谷”，它会率先建成“双千
兆宽带第一谷”，成为数字化、智能化、可
视化的中国“AI+特色小镇”典范。

作为一个“创新谷”，它将聚焦A（人
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
数据）、IC（集成电路）等核心产业，建设
有竞争力、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策源发展高地。

作为一个“生态谷”，它将建成44万
平方米外围滨江景观带，以及湖畔沙滩、
玻璃廊桥、水岸雅舍等景观主题，打造重
庆数字经济产业“会客厅”。

力争到2025年，仙桃数据谷年营收
达到200亿元，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10
家、核心企业100家、规上企业100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家、资本市场上市企
业1-2家，园区核心从业人员2万人，助
力渝北区形成千亿级软件及信息服务业
产业集群集聚。

连续两年获评中国最具活力软件园

仙桃数据谷加快建成创新谷智慧谷生态谷

5月20日，仙桃数据谷中新（重庆）大数据智能化成果展示促进中心，游客正在体验
混合实时智能实车驾驶系统。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上接 1 版）建立健全持续推进的
组织领导机制。参照原有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成和
分工，中央成立全国扫黑除恶斗争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级党委和
有关部门保留相应领导和办事机
构，把扫黑除恶斗争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谋划推进，加强综合保
障，强化专业队伍，加强正面宣传，
增强人民群众运用法律与黑恶势
力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

《意见》强调，各地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是扫黑除恶斗争第一责任
人，要亲自研究部署，勇于担当、敢
于碰硬，旗帜鲜明支持扫黑除恶斗
争，为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和有关部

门依法履职、深挖彻查“保护伞”排
除阻力、提供有力支持。各级政法
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是扫黑除恶斗
争直接责任人，上级政法机关要加
强对下一级扫黑除恶斗争的督导
检查，强化指导协调和支持帮助，
确保各项工作方向正确、落到实
处。各行业各领域监管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是本行业本领域治理的
第一责任人，对行业领域治理要
全程领导、全面把关，推动完善落
实行业领域相关规章制度，对发
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严肃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坚
决防止行业领域乱象演化成涉黑
涉恶问题。

（上接1版）
蒙萨尔韦感谢重庆的热情接

待。他说，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
城，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中心
和开放门户。担任驻华大使后，我
四次来渝访问，亲身感受到了重庆
巨大的变化。愿进一步加强与重

庆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积极为
双方工商界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拓
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欢迎
更多重庆企业赴哥伦比亚投资兴
业。

哥伦比亚驻华使馆有关人员，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