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渡口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坚持“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转型，以高质量发展开启新
局，国家老工业基地转型示范区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南部人文之城核心区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思路转变催生区域嬗变。大渡口
区立足重钢环保搬迁后生态环境质
变、空间格局改变优势，克服产业空虚
阵痛，抢抓转型发展机遇，摆脱对钢铁
产业的历史路径依赖，确立“高质量产
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建设目标，
明确沿轨道2号线、滨江沿线“两线作
战”思路，谋划发展大数据智能化、生
态环保、大健康生物医药、文化休闲旅
游“四大支柱产业”，高新区建桥拓展
园、钓鱼嘴滨江湾区、九宫庙商圈、伏
牛溪新城“四大重点板块”，立起产业
支柱，促进产城融合，区域价值实现大
幅提升，大渡口是“主城郊区”的社会
认知得到转变，大渡口是“工业老区”
的城市印象得到改变。

产业重构推动经济重塑。正视重
钢搬迁搬走工业半壁江山的现实，依
托良好的工业基础，一手抓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引
进，推动存量变增量、增量变存量。
工业总产值“十三五”期间实现翻番，
再造一个重钢目标实现。“四大支柱
产业”年均保持 10%以上增长，“一产
业一龙头一集群”格局加快形成。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产
值、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比重分别达到 33.4%、52.5%。改
革创新活力增强，成功创建国家环保
产业发展重庆基地、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国家基因检测应用示范中心，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18.92件。

城市更新带动品质出新。坚持新
旧城区统筹建设、城乡融合协调推进，
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提升城

区“宜居宜业宜游宜乐”品质。出区道路瓶颈得到破解，有效
破除困扰大渡口多年的交通“口袋阵”。改造完成一批棚户
区、老旧居住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群众安居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1平方米，建成“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公园城区。打造工业博
物馆、义渡古镇、环金鳌山、小南海温泉、白沙沱老街滨江沿线文
化休闲带，成为主城市民周末休闲目的地。

战略布局提升城市格局。按照重庆中心城区建设“五座
城”、打造“六张新名片”的部署，大渡口区处于南部人文之城和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核心区，布局钓鱼嘴音乐半岛、重庆（国际）小
球赛事中心等重大功能项目。目前，长江音乐厅、音乐学院等项
目加快推进，亚洲音乐联盟、快手（重庆）创新中心、摩登天空等
音乐产业项目陆续落地，草莓、穿越二号等音乐节初具规模，“人
文渡口、乐亮江湾”正在唱响。未来的大渡口，将成为展示重庆
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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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 音乐半岛奏响序曲
时间，5月20日。坐标，钢花影剧院。余音绕梁，引人

入胜。
“义之大者，为国为民……”原创民族音乐剧《大义渡

口》正在这里上演，由此拉开大渡口区“人文渡口·乐亮江
湾”音乐季序幕。

近年来，大渡口区围绕“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
宜居之城”发展目标，加快壮大“四大支柱产业”，全面
建设“四大重点板块”，持续提升城乡品质，深化改革开
放创新，统筹发展社会民生事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长
足发展。

特别是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和钓鱼嘴音乐半岛建设上
升为市级战略以来，大渡口区着力推动长江音乐厅、长江
音乐学院等重大功能设施建设，吸引音乐人才和音乐产
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的“音乐客厅”，建设重庆音乐产业
高地。

晒成绩
书写新时代“改革卷”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十三五”时期，大渡口区坚持“三年打基础、五年上

台阶、十年磨一剑”，扎实推进“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
宜居之城”建设，以担当作为书写新时代精彩答卷。

经济转型迈出新步伐——
成功创建国家环保产业发展重庆基地、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国家基因检测应用示范中心、重庆台湾中小

企业产业园等创新创业平台。“四大支柱产业”发展成效
明显。高新技术企业产值、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比重分别达到33.4%、52.5%。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城乡建设展现新面貌——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和钓鱼嘴音乐半岛建设上升为市

级战略，建桥园区及跳磴全域纳入重庆高新区体系。深
化“多规合一”，实现法定城乡规划全覆盖。“四大重点板
块”建设全面发力。完成棚户区改造5661户、整治老旧
居住区117万平方米。动态完成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
造。“七纵七横”骨架路网基本成型。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深入开展“五大环保行动”，全面落实长江渔业禁捕

退捕，关停沿江餐饮船、砂石场、货运码头，停止辖区矿山
开采。新建雨污水管网130公里，扩建污水处理厂2座，
辖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新建改建城市公园35个，城市
绿化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率突破46%。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新突破——
实施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农村“三变”等34项重点

领域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推进“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全面实现工程建设项目“一窗受理、并联审
批、限时办结”。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贸易、
投资“双向开放”。全区市场主体总数达3.2万户。

社会民生事业呈现新变化——
累计办成民生实事96件。新建改建学校10所，新

增公办幼儿园园点17个。建成区博物馆，文图总分馆制

经验全国推广，文艺作品连续三届进入全国“群星奖”决
赛。持续巩固国家卫生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市级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建成全域15分钟医疗卫
生、文化便民、社区体育服务圈。

抓机遇
书写新时代“发展卷”

立足新时代，把握新机遇，谋求新发展。
建设“南部人文之城”，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是

继重钢环保搬迁后大渡口面临的又一历史性战略机
遇。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是“南部人文之城”建设的核心
载体和主战场。湾区岸线长约25公里，总面积约26.6平
方公里，其中大渡口区域内岸线长18.4公里、面积19.38
平方公里，占比均约3/4。

当前，大渡口正聚焦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伏牛溪体
育文化片区、金鳌山文化片区，按照“三区多点”的布局
思路，以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为重点，积
极推动“南部人文之城”建设。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在钓鱼嘴半岛，着力推动长江
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等重大功能设施建设，吸引音乐
产业和音乐人才集聚发展，高品质建设“长江音乐半
岛”，打造长江上游璀璨的音乐艺术明珠。在老重钢片
区，紧紧围绕宝武西南总部、钢铁工业博物馆、研究院、
宝武大学等“四个一”项目落地，大力发展工业文创、工
业总部、工业设计等相关产业，激活工业文化遗存、建设

工业文化艺术区。在茄子溪片区，推动中交茄子溪港等
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音乐城市融合发展区。

伏牛溪体育文化片区：按照承办国际赛事标准，规
划建设网球及乒羽赛事场馆和城市体育综合体，整合周
边李雪芮运动学校、城市公园、健身走廊等“健康资源”，
带动城市综合开发和健身休闲产业发展。

金鳌山文化片区：充分利用金鳌山风光和石斧文化
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农业体验研学旅游、特
色民宿，打造农旅融合旅游区。

此外，经初步梳理，全区有40多处可待开发挖掘的
工业遗存点，如建于民国时期的白沙沱老街、兵工署第
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等。大渡口区将按照“点上点
靓、线上贯通、面上提升”的思路，多点开花，打造全域独
具特色的工业文旅产业群。

塑名片
书写新时代“创新卷”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大渡口因重钢而生，因重钢环保搬迁而华丽转身。

大渡口在变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以钓鱼
嘴半岛为核心，集中布局长江音乐厅、音乐学院、长江音
乐博物馆、长江音乐广场、长江音乐营、长江音乐台等

“六个一”重大功能性项目，沿半岛环路形成环绕式“音
乐+”产业布局，以“音乐+文创、文旅、科技”为主要功
能，全力创建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钓鱼嘴半岛三面环江，坐拥11公里的江岸线，生态
资源良好，是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唯一未开发的半
岛，也是大渡口未来的重点发展区域。按照规划，大渡
口将重点打造五大产业基地：音乐产业基地、体育产业
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旅游休闲产业基地、互联网娱
乐产业基地。其中，音乐产业基地以钓鱼嘴音乐半岛为
核心，重点发展音乐制作、培训、版权交易等，以及国内
主流媒体音乐平台5G产业总部和音频制作、互联网影
音等相关产业。

当前，大渡口正围绕“音乐+”，吸引重点企业和项目
布局，初步形成一些成果。目前，亚洲音乐联盟、重庆市
原创音乐版权孵化基地、快手（重庆）创新中心、摩登天
空、听江艺术中心等项目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业余）音乐
考级重庆市考区考点等项目已经落户大渡口。同时，大
渡口筑巢引凤，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已成功举办全国古
琴名家新年音乐会和两届重庆“长江草莓音乐节”等活
动，并将继续举办春浪、迷笛、国潮等国内知名音乐节，
积极培育“穿越二号”音乐节等本土音乐节 IP。加快市
内外高校、社会专业机构等资源聚集，来区集中布局，
促进音乐人才、演艺资源汇聚。

随着大渡口区“人文渡口·乐亮江湾”音乐季拉
开大幕，“与乐共舞·踏歌而行”首届校园音乐节、

“音为有你·风雨无阻”街头音乐周、穿越二号
COLO音乐节、古琴音乐会+古琴大赛、重庆·
钓鱼嘴音乐论坛等音乐主题活动也将陆续登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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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市民姜立新一大早便前往半岛逸景
农贸市场购买食材。在生鲜柜台前，他拿出手机，熟
练地扫描商户摊位屏幕上的二维码。

“扫一扫二维码，该件商品的生产日期、原产地、
检验证明、消毒证明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姜立新
说，“对消费者而言，这二维码就像一张‘合格证’，买
着也更放心。”

大渡口区半岛逸景农贸市场是重庆首家智慧监
管农贸市场，实现了“巡查监管实时动态、电子支付
全追溯、食品检测远程监控、信用等级全透明”的网
络数字化监管。

该市场每个摊位配置了15寸商户屏，显示着支
付码、经营负责人姓名、星级评分等级、投诉二维码、
称重实时品名等，经营信息一目了然。

“白菜农残是否超标？蔬菜每日有没有检测？”
食品安全始终是市民最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放
心，该市场配有专门的农产品快检室和快检人员，
每日将食品检测结果在市场数据显示屏上滚动播
出。

该系统会自动将结果上传到市场监管部门，监
管人员对市场当日检测批次、检测合格率、检测品
名、检测项目等情况进行远程监管。

“杨站长，最近站点对气瓶的管理还顺利吗？”距
离半岛逸景农贸市场4公里外的重庆玉灵燃气有限
公司充装站，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特监科执法人员
向站长杨波问到。

2020年 5月，该公司建立气瓶监管追溯系统与

监管系统对接，共计新购气瓶22000余只率先开展
此项工作，实现气瓶充装-经营-使用全过程循环可
追溯。

近些年，液化气瓶乱象问题已成为突出的社会
安全隐患，液化气瓶流动性大，充装过期气瓶、非自
有产权气瓶、介质与气瓶不符成为市场监管最突出
难题。为此，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探索出市场问题
由市场解决的办法来解决液化气瓶的乱象，用市场
倒逼充装站和销售企业规范，通过充装站实现对气
瓶从充装、经营、使用到回流的全过程信息追溯并监
控。

目前，大渡口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气瓶用户
1265户，在信息化平台充装液化气瓶达15万余只，
真正实现了气瓶充装、销售、用户全流程可追溯。

近年来，大渡口区把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以“智慧监管”为着力点，充分
发挥新科技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和食品安全监管中
的重要支撑作用，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2020年
落实稳就业保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
效的 216 个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资金、项
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试等30项奖励支持措施。其
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
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地方”大渡口区位
列其中。

“孩子上学是家庭大事。今年，我女儿像其他小朋友们一样走进
了幼儿园，就在育才幼儿园万有分园，离家近，收费低，老师们都很
优秀，我们一家人很放心。”5月25日，送女儿上学的范女士笑着说。

记者在位于大渡口万有广场的育才幼儿园万有分园看到，原木色
的装修风格、整洁漂亮的校园、干净宽敞的活动场地、功能多样化的大
型玩具……这所今年3月正式开园的幼儿园处处充满着童趣。教室
里，小朋友们玩得正欢，见有人来访，纷纷招手：“叔叔阿姨们好！”

为充分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幼儿园将创意美
术作为特色课程，走廊被布置成了一个个小型画廊，园内一面大大的
涂鸦墙，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大胆地探索、自由绘画，体验创作的乐趣。

目前，大渡口区共有公办幼儿园17所（办园点 32 个）。今年大
渡口区还计划新增融创（一期）幼儿园、金地自在城（一期）幼儿园、
钢城印象B区幼儿园、佳兆业滨江新城幼儿园、铭鑫鼎尚源幼儿园、
恒大麓山湖幼儿园等公办幼儿园（办园点），提供学位2000余个。

据悉，为解决“入园贵”“入园难”等问题，大渡口区教委自2018
年就制定了《大渡口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大公办幼儿园建
设力度，紧紧围绕“多维一体，教育大渡”区域教育发展战略，在“均
衡、提质、强师”上持续着力，构建多元发展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努力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安全、科学、优质发展。

5月 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报，对 2020 年落实
我市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32个区县（自
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及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予以督查激励，相应
采取26项奖励支持措施。根据通报内容，将对大渡口区等“积极
拓展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薄弱幼儿园改
造，以及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成效明显的区县”在
2021年分配学前教育发展转移支付资金时，纳入绩效分配因素给
予倾斜支持。

““““小市场小市场小市场小市场””””里有里有里有里有““““大智慧大智慧大智慧大智慧”””” 从从从从““““幼有所育幼有所育幼有所育幼有所育””””到到到到““““幼有善育幼有善育幼有善育幼有善育””””

湾区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