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边上，阳光

穿透薄雾，一栋外表

普普通通的白色办公

楼内，已经开始繁忙

的一天。近年来，这

栋办公楼密集接待了

保利发展、摩登天空、

腾讯音乐等来自国内

音乐界的诸多宾朋。

办 公 楼 的 入 口

处，一块竖挂的门牌

格外显眼：钓鱼嘴音

乐半岛建设指挥部。

这里正是大渡口钓鱼

嘴音乐半岛建设的

“大脑中枢”。

而关于钓鱼嘴音

乐半岛的建设，还得

从3年前说起。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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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019年-2020年，连续举办两届重庆长江草

莓音乐节，长江草莓音乐节举办地永久落户大渡
口。首届重庆本土说唱“穿越二号”COLO音乐
节也即将举办。同时，春浪、迷笛、国潮等国内知
名音乐节也在积极与大渡口区对接。

2020年11月，大渡口区工作专班赴深圳参
加“全球科技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大会暨世界领袖
文化论坛”，举办重庆大渡口区钓鱼嘴音乐半岛
建设发展论坛，重点推介宣传钓鱼嘴音乐半岛。

今年5月-7月，大渡口将举办“人文渡口·乐
亮江湾”音乐季活动，原创音乐剧《大义渡口》展
演、“穿越二号”COLO音乐节、首届校园音乐节、
重庆·钓鱼嘴音乐论坛、音乐创新创业大赛等10
个音乐主题活动将在大渡口区集中上演。

……
近年来，大渡口区频频举办新闻发布会、品

牌推介会、音乐节会活动、考察交流活动、专业论
坛等音乐相关的主题活动，增加大渡口区在音乐
业界的活跃度和曝光度，营造城市音乐氛围，传
递“音乐”这张城市新名片。

梧茂有凤至，花香蝶自来。
“听闻重庆要打造‘音乐半岛’，市内外众多音乐

人都很兴奋。重庆火辣热情的城市性格以及旅游城
市的客流量保障，非常适合音乐产业的成长。”重庆市
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姜明说，去年以来，已经有多家市
内外音乐机构向他打听“音乐半岛”的相关事宜。

“金色大厅、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贝多
芬、多瑙河、街头艺人、音乐咖啡厅等，共同构成了世
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大渡口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郭诏彬看来，钓鱼嘴音乐半岛要想真正做靓

品牌、唱出影响，需要音乐场地、音乐人才、音乐产
业、音乐活动、音乐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和支撑，需
要厚植整个大渡口区的音乐事业氛围和产业氛围。

为此，当前，大渡口区正在以打造国家级音
乐产业基地为目标，花大力气持续开展“聚集音
乐资源”和“举办音乐活动”两项工作。

其中，在聚集音乐资源方面，主要通过引育
专业院校、专业社团组织，聚集音乐人才；引育头
部企业，聚集音乐产业，打造集音乐创作、教育、
演艺、版权交易等多种业态的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通过举办各类音乐活动，打造音乐消
费新场景、新模式，满足不同层次的音乐需求，营造全
民关注、参与的城市音乐氛围，唱响城市音乐品牌。

目前，大渡口区与四川音乐学院、重庆歌舞
团、重庆民族乐团、华龙网集团等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与全国数十家音乐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头
部企业等建立了常态联系，初步建立起以音乐创
作生产、表演教学、建设运营、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全国知名专家为主的专家库。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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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进了音乐的世界，音乐也住进了我的
灵魂。”诚如音乐大师肖邦之名言，当大渡口区对
音乐寄出足够善意的认知、理解和包容，音乐也
将逐渐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文脉之中。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提供

强化“两江四岸”主轴功能，做靓长嘉汇、广阳岛、科学
城、枢纽港、智慧园、艺术湾等城市功能新名片，引领带动中
部历史母城、东部生态之城、西部科学之城、南部人文之城、
北部智慧之城发展……

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的殷殷
期盼和谆谆嘱托。其中，大渡口区肩负起建设“南部人文之
城”的使命和责任。

透过一组数字，我们能清晰认识大渡口区打造“南部人
文之城”的蓝图。

“三区多点”总体布局

“三区”，即聚焦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伏牛溪体育文化片
区、金鳌山文化片区三大片区，推动“南部人文之城”建设。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是大渡口区打造“南部
人文之城”的核心载体和主战场。整体规划分为钓鱼嘴半
岛片区、老重钢片区、中交茄子溪港片区三大部分。其中，
钓鱼嘴半岛片区重点建设“音乐半岛”，老重钢片区重点围
绕工业遗产打造工业文化艺术区，中交茄子溪港片区将重
点布局城市音乐主题文旅综合项目。

伏牛溪体育文化片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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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鳌山文化片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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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即全区有40多处可待开发挖掘的工业遗存
点，如白沙沱老街、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等。

建设两大系列功能设施项目

钓鱼嘴音乐半岛重大功能性项目。包括长江音乐厅、
长江音乐学院、长江音乐博物馆、长江音乐广场、长江音乐
营、长江音乐台等。

伏牛溪片区重大体育设施项目。包括国际网球、羽毛
球、乒乓球、垒球等比赛场馆，以及小球运动训练馆等。

重点打造五大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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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等，以及国内主流媒体音乐平台5G产业总部
和音频制作等相关产业。

体育产业基地打造集体育教育、培训、训练等产业于一
体的综合性体育基地，利用江岸线、都市乡村等特色资源，
大力发展户外运动、休闲旅游相关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依托工业历史文化，集聚发展工业文
创、工业设计以及各类文化创意企业。

旅游休闲产业基地将依托长江岸线和重钢崖线打造滨
江文化旅游带，依托金鳌山自然风光资源打造田园休闲旅游
区，利用白沙沱老街等资源打造户外文旅体验特色休闲区。

互联网娱乐产业基地以天安数码城和移动互联网产业
园为主要载体，大力发展网络音乐相关产业和直播带货等网
红经济。

培育N个精品节会活动

持续举办草莓音乐节、“穿越二号”COLO音乐节、“李雪
芮杯”业余羽毛球公开赛、城市定向赛等品牌活动，积极承办
各类音乐论坛、展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文体活动，持续营
造城市人文氛围。

长江经济带发展既是一幅绿色
发展的山水图，也是文化发展的新
典范。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在
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
范作用，更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
的重大使命和任务。

位于大渡口区的钓鱼嘴半岛，
是长江流入重庆主城形成的第一
个半岛。近 20 年来，关于钓鱼嘴
半岛开发的讨论和尝试从来都没
有停止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
没有“动土”。钓鱼嘴半岛成为重
庆主城中心城区唯一未开发的半
岛。

2018年3月，市委主要领导在大
渡口调研时，大渡口区便提出建议，
由市里统筹考虑钓鱼嘴片区功能定
位，发挥好半岛优势。该建议得到高
度重视。

谋定而后动。
2018年 4月，大渡口区迅速抽

调精兵强将，组建成立钓鱼嘴滨江
湾区管委会筹备组，邀请国内顶尖
品牌策划人章叶青亲自率队，历时
半年，制定钓鱼嘴半岛的概念策划
方案，首次提出打造“钓鱼嘴音乐半
岛”的概念和构想。

与此同时，市政府组织专家团
队进行反复研究、论证、策划，并于

2018年底将钓鱼嘴半岛的保护开发
纳入到我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的整体工作中，并于次年纳入
市政府工作报告。

在市、区两级的共同努力下，
2019年5月，市规委会审议通过《重
庆市“两江四岸”城市发展主轴规划
研究》和《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整体概
念性策划方案纲要》，将九龙半岛至
钓鱼嘴半岛滨江区域确定为长江文
化艺术湾区，其中九龙半岛定位为

“美术半岛”，钓鱼嘴半岛定位为“音
乐半岛”。

自此，瞄准“音乐”二字，酝酿多
年的钓鱼嘴半岛整体开发正式进入
倒计时阶段。

“第一，大渡口区作为重庆市
唯一纳入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
造规划的区，需要有特色、有竞争
力的产业支撑；第二，大渡口区肩
负‘南部人文之城’的建设任务，
需要阵地和内容支撑；第三，大渡
口区拥有 36 公里长江水岸线，需
要创新作为的案例支撑，在推进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
作用。”在重庆市规划局原副总工
程师、资深城市规划专家李世煜
看来，“音乐半岛”落地大渡口区，
对大渡口区来说是责任，更是机
会。

钓鱼嘴音乐半岛是建设南部人文
之城、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的核心载体和
主战场。长江文化艺术湾区、钓鱼嘴音
乐半岛的部署，是大渡口区在重钢环保
搬迁后，面临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为此，大渡口区明确提出，将举全
区之力推进钓鱼嘴音乐半岛的保护性
利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大渡口
的“一号工程”。

举全区之力，从“人”开始。
大渡口区于2019年8月成立了滨

江湾区管委会，统筹土地规划、项目储
备等前期工作。

2020年3月，大渡口区进一步加大
组织力度，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的钓鱼
嘴音乐半岛保护开发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并将原来的“半岛办”并入钓鱼嘴滨
江湾区公司，负责音乐半岛的具体工
作。

到2020年11月，大渡口区联合市
地产集团，联合组建了“钓鱼嘴音乐半
岛开发建设指挥部”，双方行政主要负
责人担任“双指挥长”，统筹调度行政、
企业资源，共同推进音乐半岛开发建
设。该指挥部便设在本文开篇提到的

“白色办公楼”处。
“音乐半岛”到底如何规划？怎么

建？
大渡口区积极对接市级相关部门，

配合制定《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控规修编

及城市设计方案》，并于2020年12月
完成入库，明确钓鱼嘴半岛将围绕长江
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长江音乐博物
馆、长江音乐广场、长江音乐营、长江音
乐台六大重大功能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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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为了站上“高起点”，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重庆市地产集团去年还联合启
动了关于长江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的
概念性建筑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吸
引了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29家设计单
位参与报名。今年3月25日，评选出了
3家优胜推荐方案，目前正在做进一步
优化和筛选。

此外，大渡口区还陆续制定了钓鱼
嘴半岛城市品质提升设计、钓鱼嘴岛头
音乐聚落概念方案专项设计、音乐产业
专项方案、音乐事业专项方案等一系列
配套细案。

在规划完善、地标项目点上突破之
外，交通优先是大渡口推动音乐半岛建
设的又一重要策略。

目前，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
的北向通道、白居寺长江大桥、轨道十
八号线、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等52
个工程项目正有序、快速推进。钓鱼嘴
半岛的片区路网建设已全面铺开，预计
到2022年陆续建成投用。

“瞌睡遇上枕头” “一号工程” “梧桐茂兮凤自来”

长江音乐广场

占地面积约75亩，
可容纳5万人，拟打造钓
鱼嘴半岛人气聚集地和
草莓音乐节、“穿越二
号”COLO音乐节等盛
大音乐活动举办场地。

长江音乐学院

占地面积184亩，该项目已列
入我市今年市级重点公共设施项
目，目前项目设计方案已进入最后
评审阶段，计划年内动工开建。该
音乐学院将采取与国内知名音乐
院校联合办校的运营理念，培养音
乐专业人才，为音乐产业基地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未来将同步布局
特色音乐附属中小学、幼儿园。

长江音乐台

占地面积22.65亩，是
音乐半岛上眺望长江的最
美风景台，将举办各类小型
音乐活动，包括长江国乐盛
典、长江国乐雅集、各大音
乐名家特邀演出等活动。

长江音乐营

占地约 40.95 亩，将打
造长江原创音乐成长营，重
点培育专业级音乐制作中
心、音乐全产业链孵化中
心、原创音乐版权孵化中
心、在线网络直播中心和实
景演出展览中心等载体平
台。

长江音乐博物馆

占地面积约14亩，拟
布局巴渝古音乐文化展、
长江音乐文化主题展、“一
带一路”音乐史交流展、长
江音乐名人堂等，打造为
长江流域音乐遗产聚集
地，传承巴渝时空声音和
人文气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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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音乐地标，年内开工两个

“音乐半岛”高起点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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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音乐厅

占地面积约68亩，将打造
成钓鱼嘴音乐半岛标志性建筑
和长江音乐艺术中心圣殿。该
项目已列入我市今年市级重点
公共设施项目，目前项目设计
方案已进入最后评审阶段，计
划年内动工开建。

一组数字
看懂大渡口如何打造
“南部人文之城”

长江音乐厅意向图长江音乐厅意向图

钓鱼嘴音乐半岛规划图钓鱼嘴音乐半岛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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