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示范区，包括
各领域资源要素融合互动，体现在城乡
融合、产城景融合等多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创新。

合川优化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布局，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区域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
展、产城景融合发展，在建设包容和谐、
美丽宜居、充满魅力的高品质城市群中
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作为。

当前，合川依托合（川）广（安）长
（寿）环重庆中心城区经济协同发展示
范区等同周边区市县协同共建平台，大
力推进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与
川东北城镇群一体化发展。用好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机遇，精心规划建
设城市功能承载区、生态绿色发展示范
区、城乡融合发展区，加速外围镇街、工
业园区串联式、组团式发展，大力推动
区域、城乡、产城景等多领域融合发展，
有序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
态宜居、交通便利。坚持重点突破，聚
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区域融
合、城乡融合、产城景融合等重点方面
持续用力，做出特色亮点，形成示范带
动效应。深化改革创新，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全局视野和系
统思维，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打造综合性物流基地，既是加快融入
大交通体系的务实行动，也是区域开放水
平、开放能力的重要标志。

合川聚焦大通道、大环境、大平台
建设，以交通为突破口，构建快捷高效
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周边
区域产业、资源、要素等联动联通、互
融互补。

当前，合川积极抢抓共建“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等大通道建设机遇，加快合长、合
安、合璧津等 6条高速建设，推进国省
道、出境公路、县乡道改造升级，积极
争取市郊铁路、渝西高铁合川段动工
建设，联动整治三江航道，布局谋划通
航运维综合服务基地建设，不断织密

“铁公水空”交通网。推进以渭沱港为
核心的进出口口岸建设，畅通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充分释放通道带
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效应。
与此同时，提速推进渭沱物流城建设，
积极搭建海关、检验检疫、保税物流仓
储等口岸功能平台。发挥高阳、三汇
铁路货运站功能，布局建设区域性煤

炭储运基地、大型仓储
批发市场、跨境电商产业
园。加快打造现代物流产业
集群，积极发展总部贸易、转口
贸易、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打造进口产
品深加工基地。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
市场，着力建设东南亚水果、水产品和
进口木材分拨中心。

打造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
是提升区域辐射聚集功能的重要
途径，是支点城市的内在要求。

合川高站位谋划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大力推动
产业服务能力、民生服务能力向更
广区域、更深层次延伸，让合川和
周边地区群众获得更高质量的公
共服务。

当前，合川深入实施名校、名
师工程，培育“行知”教育品牌，创
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区。推进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建
设，创建多家特色专科医院、“三
甲”医院和三级医院。加快建设
博物馆、科技馆等大型文体设施，
承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就业创
业方面，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充
分利用信息化服务手段促进就业
创业。教育方面，通过办名校、育
名师方式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和影
响力，支持应用技术教育发展，提
升职业教育水平。文化方面，依
托历史文化资源，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区域交流。体育方面，建设
具备承办全国单项赛事和市运会
能力的体育中心，组建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高水平运动队伍，提升
优势体育单项培训能力。医疗方
面，确定特色专科发展方向，不断
提升特色专科的影响力和辐射能
力。康养方面，大力发展养老地
产、机构养老等养老产业。应急
联动方面，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建设应急物资仓库和应急救
援培训基地。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
文化名城，既是推动文化繁荣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增强城
市厚度的务实行动。

合川切实保护、开发和利用
好以钓鱼城为主的合川独特的历
史文化资源，向全世界展示合川
深邃悠远、厚重绵长的历史文化
底蕴，提升合川的国际影响力。

当前，合川统筹保护与利用、
传承与创新，扎实推进钓鱼城遗址

申遗，大力保护利用瑞映山—纯阳
山、东渡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和传
统古村落、古镇，挖掘用好金子沱
武装起义、陶行知先生纪念馆等红
色文化资源，加大对三江号子、合
川峡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和保护，加快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
牌，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
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让优秀历史文化活
在当下、服务当代。挖掘层面，围

绕嘉陵江流域文化为合川历史文
化寻根溯源，抢救性挖掘和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尊重传
统规制规范风貌，精心做好龙多山
碑刻题字保护和古建筑文物修缮；
传承层面，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沉心静气做好文化
传承；展示层面，坚持“走出去请进
来”，坚持不懈办好合川龙舟赛、儿
童画等品牌文体活动，用新兴传播
方式持续不断对外推介合川。

打造成渝“后花园”，是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应有之义，是优良的居住、就
业、消费、生态等服务功能的集中呈
现。

合川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
市场新需求为牵引，坚持高端化

与大众化并重、快节奏与慢生
活兼具，围绕“人文休闲、康

养度假”的基本定位，全
面增强服务功能，不

断提升城市宜居
宜业宜游宜乐

能力。

当前，合川坚持高端化与大众化
并重、快节奏与慢生活兼具，擦亮“全
国文明城区”名片，精心塑造城市颜
值，通盘布局步道精准串联公园、景点
和体验场景，高品质打造三江六岸滨
水休闲空间。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加快打造钓鱼城、涞滩—双
龙湖大景区，建好钓鱼城生态半岛，努
力建设全国旅游目的地。配套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的现
代时尚消费场景，全面增强服务功能，
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游宜乐能
力。聚焦钓鱼城半岛的文化和生态特
质，打造集钓鱼城遗址、钓鱼城小镇、
博物馆及生态景点于一体的钓鱼城大
景区，助推钓鱼城走向世界。涞滩—
双龙湖大景区则建立“快进慢游”的旅
游交通运输体系，突出禅修文化，擦亮
垂钓名片，打造宁静休闲目的地。三

江六岸大景区科学划定景区范围，
把城市提质和周边乡村建设有

机结合。场景打造方面，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政

企合作，引导社会资
本投资，构建全域

旅游大格局。

打造网络安全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示范区

3月19日，合（川）广（安）长（寿）环重庆中心城区
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联席会在合川召开。示范区作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9个省级建设平台之
一，围绕“两轴四带三核一廊”功能布局，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建
设、产业协作配套发展、公共服务对接共享、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协作
机制高效运行，共同打造“三区一高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北翼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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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至19日，由合川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气凝胶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产业链协同发
展对接会举行，100余名专家和代表为合川气凝胶产业发展建言献智。合川还被确定为中
国气凝胶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永久举办地。活动中，气凝胶产业基地项目、数字冷链物流科技
产业园项目、碳纤维增强陶瓷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高分子纤维复合材料生产项目等产业项
目，以及气凝胶产业研究院、气凝胶工业设计研究院、产业联盟及专家委员会等科创类项目
落户合川，总投资达5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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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综合性物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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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合川区与重庆对外经贸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重庆市级物流园——渭沱物流城。合川聚力渭沱物流城产
业项目建设，使其成为重庆市综合物流和内外贸结合的区域性物资集散中心、冷链物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织密“铁公水空”交通
网，培育壮大通道经济、枢纽经济。

打造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

3月23日，一场新颖的合川区2021年春风行动网络直播招聘会在网络引发关注，不仅有人力资源部门
的负责人和就业指导专家为求职者宣讲就业政策、开展职业指导，还吸引200多家企业“直播送岗”，为川渝
两地的求职者提供上万余个岗位。短短2个小时，直播间实时点击量超过4万余次。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5月16日，著名作家、编剧熊召政应邀在合川作了一场题为《钓鱼城战役对中华及世界的意义》的
文化讲座，认为钓鱼城之战是一次历史的巨大转折，意义不逊于世界历史中的滑铁卢和葛底斯堡两大
战役。他还透露将为合川钓鱼城创作剧本，以全新艺术手法重现钓鱼城军民浴血奋战、创造守土抗战
36年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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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如何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合川的回应，是找准历史方位、
找准发展坐标，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谱
写新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赋
予合川“推动建成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打造
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周边的战略支点”“创建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成渝‘后花园’”等战
略任务。

市委将合川作为主城都市区支点城市建设，明确
要求“加快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现代化大都市”，支
持合川“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示范区、网络安全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综合性物流基地、区域性公共服
务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等。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合川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行新发展

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感恩奋进、只争朝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围绕建设100平方公
里、100万人口的“双百”区域中心城市，加快融
合发展、增强综合实力。聚力打造多元化融
合发展示范区、网络安全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基地、综合性物流基地、区域性公共
服务中心，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
史文化名城和成渝“后花园”这“六
大战略目标”，充分发挥推动重
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周边的
战略支点作用。

打造网络安全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
地，蕴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
求，体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方向，
反映区域产业带动力。

合川充分发挥网络安全、汽摩制造产
业优势，加快构建对区域经济贡献度更强
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助力成渝地区共建全国重要先进
制造业基地。

当前，合川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大力推动产业
智能化改造、网络化销售、集群化发
展。加快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构建“政金产学研用”创新生态。
依托全国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先进示范
园区招企引流，加速整合完善网络安

全硬件、软件和服务一体化产业集群，
促进网络安全人才、技术、产业融合发
展。抢抓碳达峰碳中和机遇发展新材
料产业。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升级发展汽摩产业，推动玻璃、建材等
传统产业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加速建设千亿级国家网络安
全产业基地，创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打造国家级产教融合科教示范
区。加速建设千亿级汽摩制造产业集
群，建成国家新型工业化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基地。加速建设百亿级医
药健康产业集群，建成重庆重要的医
药健康产业基地。加速建设百亿级新
材料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气凝胶产业基地。加速建设百亿级

消 费 品
工业集群，
建成百亿级日
用玻璃产业集群
和百亿级农产品加
工园。加速建设百亿
级新型建材产业集群，建
成重庆及周边地区现代新型
建材供应基地。积极推动能源、
电梯等其他产业集群发展。

美丽合川美丽合川

产业园区

船览三江

合川区人民医院

合川渭沱物流城

开放交通

网络安全产业加速崛起网络安全产业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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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巴蜀山水·乐游合川”2021重庆合川文旅大篷车巡游推介会在四川南充启动，大
篷车还陆续开往四川省广安市、遂宁市，通过在当地开展大篷车巡游，举办文旅推介会、摄影展
和文艺表演等，为合川打造成渝“后花园”“广递名片”。

打造成渝“后花园”
钓鱼城护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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