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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沙坪坝区人文气质与山水颜值相得益
彰。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
里是山水之城、美丽都市。

营造城市绿意空间，彰显绿色城市魅力。通
过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注重城市设计，突出

“江城”“山城”特质，沙坪坝全力打好“生态牌”。
沙坪坝区的老旧小区比较多，经过摸排，

全区还有300余个老旧小区，共600余万平方
米需要进行改造提升。当前，沙坪坝东部城区
改造、西部新城开发全面提速，已改造老旧小
区130万平方米。

城市品质与老百姓的宜居环境息息相关。
近年来，沙坪坝通过启动绿地系统规划、

绿线划定工作，结合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加快
建设绿园绿带绿廊。

围绕立体绿化、生态绿廊、滨水生态修复、
山体彩化、城市闲置地、裸露地整治等重点推
进坡坎崖绿化美化的同时，充分利用边角地、
闲置地、老旧小区空地建设边角公园，依托中
梁山、梁滩河、大成湖、斐然湖、青木湖、菁云
湖，打造一批湿地公园、滨江公园、山地公园、
城市景观带，让广大市民享受到推窗见绿、出
门见景、四季见花。

近3年来，绿化美化坡坎崖55处，新建社区
公园24个。25万平方米五云湖湿地公园、26万
平方米凤凰立交公园、47万平方米菁云湖原乡
山林景观相继建成。梁滩河沿岸建成5公里生
态景观长廊。新增绿化面积417万平方米。

开展城乡结合部的综合整治，持续开展存
量违法建筑整治。新建60公里山城步道。新
增1万个公共停车位、24个公厕、8座人行天
桥，并完善智慧城管数字平台，推行城市综合
治理“一网统管”、城市运行态势“一屏通览”，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高水平打造“两江四岸”，推进磁器口滨江
片区治理提升工程，新开工凤凰溪至双碑大桥

段及滴水岩至磁器口段“贯通工程”，通过治理
岸线、新建步道、实施覆绿、新建广场等内容，
完善两江四岸休闲游憩功能。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好的生态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沙坪坝结合河流综合治理和全市“两江四
岸”整治提升，打造美丽水岸线，区内环境质量
持续向好。

严格落实“河长制”和“林长制”，全面禁止
湖库肥水养殖和长江禁渔，完成全域6339公
里排水管网精细化排查，新改建管网293公
里，井口、西永、土主三大城市污水处理厂三期
扩建加快推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启动建设。完
成6座湖库综合整治，水质达到三类，13条次
支河流水质全部达标，梁滩河水质提升至IV
类。清水溪、凤凰溪等4条溪河已全面消除黑
臭，“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全面开工。强力
整治“散乱污”企业3800余家，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历史性突破300天，获评全国首个大都市
核心区的“中国天然氧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沙
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沙坪坝区乡村振兴正
稳步推进。

在实践中，大力实施“美丽家园”“绿色田
园”“幸福乐园”工程，改造提升传统民居、老旧
院落，农村面貌得到改善，农旅融合加快发展，
建设出一批美丽宜居村庄，推动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打造重庆乡村振兴示范的新样板。

目前，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5个、市级最
美小镇3个，建成乡村振兴示范村7个。

一座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
便利的现代化城市正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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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既是沙坪坝区城市

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

又是打好“人文牌”的重

要举措。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沙坪

坝区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一域服务重庆发展全

局，正着力建设成为引

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

“科创智核”、承载“一带

一路”倡议的“开放高

地”、传承巴渝历史文脉

的“文化名城”、彰显重

庆山水魅力的“美丽都

市”。

近年来，沙坪坝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全力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主动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

“打好‘科创牌’，向创新要动力，科技创
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沙坪坝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区扎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科技创新摆在优先位置，依托科教资源富
集优势，整合创新资源，深化校地融合，壮大
创新主体，促进成果转化，驰而不息打造“科
创智核”，不断提升城市经济品质，支撑城市
高质量发展。

沙坪坝区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主战
场、主力军。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全
国科技工作先进区”“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
区”于一身的沙坪坝区，有着令人羡慕的智
力资源：全区集聚了10万余名科技工作者、
28名院士和3万余名硕博士，分布着16所
高校、303 个市级以上科研平台，汇集了
1300余家科技型企业……

依托优势资源，沙坪坝区全面激发高等
院校基础研究、科研机构技术创新、科技企业
技术应用、科技人才智慧牵引等“王牌”活力，
部署建设青凤高科产业园、黄金湾·智谷、中电
光谷·智创园、金沙星座·科创园、环大学·创意
园、成渝高校·同创园等创新空间和载体。

作为环大学创新生态圈的重大项目——
黄金湾·智谷于2020年正式投用，并面向全球
招商。该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总建筑面积
28.5万平方米。根据规划，这里将聚焦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方向，推动要素
聚集、技术创新、项目孵化、产业培育，使其成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研发创新、成果转化、
科技交流的示范园区。

包括黄金湾·智谷在内，目前，沙坪坝已
布局了超100万平方米的创新空间。

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这些优质的创新平台，吸引了一大批科

技企业集聚沙坪坝。

御芯微是一家从事物联网芯片开发的
科创企业。2017年7月与沙坪坝区首次接
触，同年11月便落户沙坪坝共享工投大厦，
开始前期营运准备。

“御芯微具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开
发，因此他们的入驻具有一定的集聚效应。”
沙坪坝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御芯微
的示范下，3年来又有三四家芯片设计企业
入驻沙坪坝区，初步形成了芯片设计的产业
协同。

御芯微的产品需要模组、封装、测试等
相关环节，才能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目
前，御芯微为首的芯片设计产业集群，又吸
引了国内外一些集成电路和物联网相关行
业链企业前来洽谈，未来有望在我市形成芯
片开发和物联网垂直一体化产业链。

目前，沙坪坝已构建起“科技型企业、高
成长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
上市辅导企业”五级成长培育体系。仅去
年，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66家、科技型企业
60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累计
分别突破130家、1300家。

创新的目的是为产业和城市发展赋
能。创新驱动之下，“芯核器网服”产业链延
伸，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加速聚集，
东风小康、吉芯科技、首创高科等一大批产
业项目相继建设并投运，发展活力和潜力释
放，2020年，智能化产业产值达1600亿元。

为打好“科创牌”这张王牌。沙坪坝区
持续从全力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全面促
进科技赋能产业转型、扎实推进创新平台建
设、深入推动校地融合发展、加快集聚科技
创新人才、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六个方面
发力，细化了30项重点任务，“十四五”时
期，已谋划了166个重点项目，预算总投资
达2000亿元。

创新驱动发展，让沙坪坝区高质量发展
之路越走越坚实。

“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西部（重庆）科学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机遇，打好‘开放牌’。”沙坪坝区相
关负责人说，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新时
代赋予沙坪坝区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九大以来，沙坪坝区大力发展
外向型经济，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建好大通道、大口岸、大
物流，提升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加快
构建国际物流枢纽支撑，厚植开放发展新
优势，努力在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中发挥示
范作用。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其实施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一重
大成果。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作为重庆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承载地和主战场，把物
流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制定了优化一
带、一湖、六片、多园重点板块，引进重点企
业，建设战略性、引领性、标志性重点项目等
六大任务。

2021 年园区启动了 90 个项目涉及
投资 186 亿元，项目总投资高达 700 亿
元。未来5年，沙坪坝区打好“开放牌”，

已谋划重点项目 220 个，拟总投资额达
1847亿元。

为建好国际物流城，沙坪坝区分解62
项具体的任务，落实到区物流办、国际物流
枢纽公司、区发改委、区住建委、区金融办、
区商务委以及区纪委、区委组织部等10多
个部门和企业。

沙坪坝区坚持通道带物流、物流带贸
易、贸易带产业、产业带城市，着力拓通道、
强平台、优环境，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
家战略，“四向齐发”（西越昆仑连欧陆、南出
黔桂通四海、北跨漠河抵蒙俄、东依长江出

鄞港）国际多式联运枢纽全面形成，汇集了
重庆铁路口岸、重庆整车进口口岸、重庆铁
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等多项开放资源，在
国家区域开放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了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沙坪坝已成功创建陆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近3000亿元，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构建，开
放园区向现代城区加快转变，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作用更加突出。

一盘内陆开放的重磅棋局已布，正一步
一步向大目标推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沙坪坝区有
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人文遗址遗迹众
多，是巴渝文化繁盛地、红岩精神重要发
祥地、沙磁文化发源地。在城市建设和开
发过程中，沙坪坝区高度注重城市文脉的
传承和保护，让城市文脉成为沙坪坝人共
同的精神家园。

沙坪坝区围绕“人文牌”做文章，坚持
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持续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保护利用好人文资源，繁荣
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沙坪坝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
要抓手，不断增强全区人民的幸福感。
全域内建成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区级（市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7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8个，基层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全覆盖，沙坪坝区大学城文化宣
教综合服务中心也已开工建设。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彰显英雄
城市本色。打造新版川剧《江姐》、话剧
《宣言》《寅初亭》、舞蹈诗《红岩红》，协
助拍摄电影《最后 58 天》等文化作品。
近3年来，创作文艺作品获重点国家级
奖项12部、省级重点奖项41部。《乡音
乡情》获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燕
子的眼睛》获得第八届重庆文化奖（报
告类文学）。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生
共荣。

展现地方文化特色，把巴渝文化、沙
磁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元素植入城市建

设和融入建筑风格中，精心打造出钟家
院、宝善宫、童家院子、巴渝民居馆等特色
民俗院落，建成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缝
纫机博物馆也启动建设。

重庆1949大剧院，专为经典红色历
史舞台剧《重庆·1949》的剧目需要而设计
建造，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单一室内剧场。
6月29日，《重庆·1949》将在重庆1949大
剧院隆重开演。

创建5A级歌乐山·磁器口景区，这是
沙坪坝区建设打好“人文牌”中的重点项
目。

沙坪坝区持续改善歌乐山·磁器口景
区周边风貌，提升游客和市民的文旅体
验。实施金碧街、特钢之星旅游码头、游
客中心等20余个项目，同时，通过招商引
资，启动融创文旅城音乐小镇、洞见传奇、
QG电子竞技俱乐部、乡村振兴示范带斐
然湖核心区、丰文三河村艺术村落等项
目，创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去年，通过打造34平方公里中梁都
市村庄，建成环斐然湖步道5公里、生态
景观30万平方米，重庆融创文旅城开业
运营。

彩月乡村森林氧吧、萤火谷农场、红
岭溪谷、荷塘悦色、开心农场、浩瀚花香谷
等农旅项目成为乡村休闲旅游的网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坪坝区打好
“人文牌”，未来5年将大力推动85个重点
文化项目，总投资达771亿元。

沙坪坝的全域旅游格局初步形成，沙
坪坝日渐成为中国全景山水文旅目的地
和世界知名城市旅游目的地。

创新驱动发展
建引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科创智核”

带头带动开放
建承载“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高地”

赓续城市文脉
建传承巴渝历史文脉的“文化名城”

提升城市品质
建彰显重庆山水魅力的“美丽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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