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津区和重庆交通大学近日携
手，将联合创建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
生态圈，进一步促进高校创新资源与
市场有效对接、优化大学周边创新创
业生态、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力争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
具竞争力的“大交通”科技研发创新
区。

前景：三大优势夯实基石

江津区既毗邻重庆中心城区又
接壤川黔，汇聚各类生产要素，辐射
川南、黔北和滇东北地区，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
同时，江津还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
规划建设之列，是中国西部（重庆）科
学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投资超
过 150 亿元、建设周期长达 5 年
（2021-2025年）的环重庆交通大学
创新生态圈将充分发挥重庆交通大学
等在公路、内河航道、铁路和轨道交通
领域深厚的人才优势、平台优势和成
果优势，全面融入科学城、双城经济圈
交通基础设施网的建设与运维。

承载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态
圈建设的双福新区不仅是江津经济
建设的主战场和同城化发展的先行
区，也是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和高
新区建设的重要节点。双福新区城
市建成区及在建区面积已达到30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32万人，已逐渐形
成以工业和商业协同发展、共同支撑

新区发展的产业格局。这些发展成
果将为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态圈
发展提供三大核心优势：核心创新能
力、产业转化优势、浓厚创新氛围。

作为创新核心的重庆交通大学，
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强，不仅拥有山区
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内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交通土建工程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3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
36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还拥有重
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院
士专家工作站、重庆交大国科航科技
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重庆交通
大学西科所院士专家工作站等高端
创新资源集聚平台。

双福新区还拥有重庆公共运输
职业学院、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等6所
高职院校，具有电梯大数据运维中
心、矿业工程应用技术中心、高速铁
道及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等多个平
台，可整合形成大交通科研资源的共
享平台。

在具备产业转化优势方面，交大
双福校区周边已形成汽摩企业、电子
信息、材料、装备制造四大产业集群，
2020年实现规上产值318亿元。同
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综合甲
级）、工程设计研究院（公路、水运、市
政、工程勘察专业类甲级）、安全科技
研究院等 6家交大校属科技企业，将
为协同打造“大交通科学园”提供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

规划：三圈布局科学规划

据了解，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
态圈将按照核心研发圈、技术创新
圈、成果转化圈“三圈”空间布局，集
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
技服务四类创新主体，形成“校地企
—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

其中，核心研发圈以重庆交通大
学“1+2”国家级创新资源（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内河航
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区综合智
能交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核心提供
智能输出；技术创新圈以6所高职院校
和小康、润通等重点工业企业为代表的
研发平台整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创新
资源开展关健技术研发攻关；成果转化
圈以团结湖大数据智慧产业园、江津科
创中心、双福标准厂房等平台为载体，
推进技术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化、规模化应用。

这种布局方式不仅做到了历史承
接基础之上的空间拓展，还实现了布
局的协调性，通过以优势行业和企业
为中心来调整企业空间分布，引导关
联企业集中布局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方向：瞄准四大主攻产业

“十三五”以来，江津着力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环重庆交通大学创

新生态圈将围绕“大交通、智能制造、
新材料、航天航空”四大产业方向，建
设“交大科技创新产业园、团结湖大
数据智能产业园、江津科创中心、双
福商圈智创中心、罗普特智慧城市产
业园、双福财富大楼孵化中心”六大
重点创新平台。

其中，大交通方向将围绕综合智
能交通、生态航运、绿色航空等国家
级科研平台，建成工程设计、工程材
料、智能检测、智能交通、载运工具等

“水陆空”齐全的综合交通国家级科
研平台集群。

智能制造方向将以机电学院等
为主，与双福汽车产业基地的创新平
台实行强强联合，着力在新能源汽
车、汽车电子、智能车联等产业升级
上有技术创新。

新材料方向将以交大石墨烯、西
工院钛锌铬、中科院玄武岩等为代
表，推进材料技术革新。

航天航空方向将以交大新成立
航天航空学院、北航双福科技转化基
地、西工院研究所等为代表，争取在
航天航空新技术、新材料上实现突
破。

根据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态
圈近期规划，今年将培育或引进10
个高层次的专家团队项目落地，新培
育科技型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
5—10家，初步建立创投孵化体系。

通讯员 孔德虎

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态圈起航江津

建设“大交通”科技研发创新区

联合工商大学打造金融学院联合工商大学打造金融学院

6月30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与重庆工商大学签订协议，重庆工商
大学广阳岛校区正式落户广阳岛智
创生态城，三方将共建“长嘉汇金融
学院”，广阳岛智创生态城未来的产
业生态圈将形成“政、产、学、研”的完
善产业闭环。

重庆工商大学广阳岛校区占地
1238亩，一期工程已完成设计方案。
校区与原有的茶园校区合并建设，将

改变重庆工商大学多区多点办学为
一区两点办学，并能够满足学校“十
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规划需求。

目前，重庆正在加快推动西部金
融中心建设。南岸区作为建设的核心
区和承载区，正在高标准建设长嘉汇金
融中心。“目前我们急需的就是智力服
务和人才培养，这些正是重庆工商大学
所拥有的。”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认
为，重庆工商大学的财经金融专业学科

教育在全国属于一流水平，金融学科建
设国内领先，其中金融学（专业）在
2019年获得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资
格，三方共建长嘉汇金融学院将为长嘉
汇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提供高端金融
人才培养与供给以及智库服务。

“重庆工商大学高度重视科教融
合、产教融合、理实融合培养人才，以
此助推‘双一流’学科建设，使得南岸
区、重庆经开区、工商大学找到了进

一步合作的机会。”重庆工商大学金
融学院院长王兰表示。

据悉，三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加快集聚金融人才，共同推动
长嘉汇金融中心建设。此外，三方
将联合主办“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论坛暨第二届长嘉汇
金融论坛”，发动专家学者为政府
提供决策支撑，为产业界提供实践
参考。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曾臻

南岸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高校具有支撑与引领作用，加强校地合作，推动学术研究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将有利于把高品质教育资源、高水平创新优势、高层次人才要素转化成为强
劲的区域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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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 急难愁盼有人帮
“太谢谢你们了，这是真正为群

众办实事！”前两天，还在住院的老吴
拨通了重庆高新区金凤镇“老杨群工
站”热线激动说。

在金凤镇某工地上班的老吴之
前不慎将右腿摔成粉碎性骨折，公司
却不愿配合认定为工伤，仅承诺给他
2万元。面对困境，他的家人找到了

“老杨群工站”。经过调解，双方最终
达成一致，公司为老吴提供了工伤认
定的资料，并一次性赔偿他9万元。
金凤镇“老杨群工站”站长杨永根翻
开手写的记录本：“这是自3月份‘我
为群众办实事’开展以来，我们解决
的第49起纠纷。”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全面启
动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到高新区落户
发展，为了让企业来了留得下、发展
好，金凤镇“老杨群工站”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迅速组建了“五企服务工
作组”——包括倾听企业声音、实现
服务下沉的企情收集组，强化沟通协

作、优化联席制度的企业落地组，优
化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的企事办
理组，调节企业纠纷、提升服务温度
的企纷调处组，党建凝聚合力、引领
企业发展的企业党建组。

“我们最近招工不太顺利，很多
来应聘的工人不具备基本的操作素
质，公司没有场地进行培训，希望政
府能够帮帮忙。”5月 18日，企情收
集组在一次企业走访中发现，金凤
园区部分企业存在招工难、技能提
升培训难等问题。对此，金凤镇政
府多部门进行协商，决定通过政企
合作，搭建对接平台，与第三方培训
学校签约，在2个月内为春鸿电子、
铭凯科技等企业开办了5期企业职
工技能提升培训班，共有 250余人
顺利结业。

截至目前，金凤镇共计收集到民
生实事77件，其中已办结75件；走访
企业50余家，解决企业问题11件。

通讯员 王彦宇

社区环境脏乱、车辆乱停乱放、
党群关系紧张、干群矛盾突出、管理
难度较大……垫江县桂阳街道天宝
社区曾让人“叹为观止”，如今，天宝
社区已从城边小村落化茧成蝶为靓
丽的新兴城市社区，进出小区的居民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
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近年来，天宝社
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眼
于发现问题，建立社区专职干部包片
包小区、网格员全覆盖入户收集、共
建单位联合走访问计等制度，设立意
见箱、公示牌，定期收集、评选“居民
优秀联络员”“金点子”，充分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把握
得更准。

同时，明确社区干部接待群众
“三个一”要求，明确走访入户“五必
问”，创造性构建居民情感归属网，通

过“三员三抓三改三型六主动”织密
“党建+社会救助”工作网，用真诚的
态度和细致的服务，把与群众的血肉
联系凝固得更牢，社区工作推动得更
顺。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当收音
机，更不当传话筒。”社区党支部书记
汪代峰介绍，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
问题，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认真的学习
实践，将几十页的规范翻译转换成15
字工作方法：推党建、搞宣传、常巡
逻、收信息、做任务，让网格工作人员
一看就懂、一干就会。

短短几年，天宝社区先后获得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全国社区
学雷锋志愿服务联络工作示范站”

“重庆市’五好’基层关工委”“重庆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群众
对社区干部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对社
区党支部的工作也越来越支持和配
合。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代莉

垫江 城边小村落蝶变成新兴社区

7月4日，夏日的阳光洒照在南
川区鸣玉镇中心社区，微风拂过绿油
油的水稻泛起层层绿波，成群结队的
鱼儿在田间穿梭，农家小院被青砖、
石磨、陶罐等装扮成一个个各不相同
的“微景观”，串联成一条旅游观光长
廊。

今年3月，鸣玉镇在中心社区以
鱼稻共生综合种养殖业为支撑，不断
改善人居环境，构建集“重庆市稻田综
合种养示范南川基地”“乡村振兴示范
点”“人居环境示范点”为一体的“稻香
渔歌”田园综合体，以此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鱼稻共生种植养殖，以中心社区

股份经济联合社为引领，发展200亩
水稻，每亩地投放600尾育苗，重庆市
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区农业农村委联
合实施技术指导，村民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加入联合社共同发展种植养殖，
除了能享受每亩地600亩谷子保底分
红，纯利润的30%也用于土地入股村
民的分红。

“实施鱼稻共生的现代农业种植
养殖模式，可以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中心社区党总支书记杨豪介绍，“我们
选择了‘宜香优2115’优质水稻，目前
该品种大米市场售价每斤能达到12
元至15元，稻花鲫鱼的价格每斤能达
到20元，前景非常可观。”目前，该社

区106户村民都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
入到中心社区股份经济联合社。

与此同时，鸣玉镇按照“小组
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宜居村
庄建设要求，联合四川美术学院，坚
持“六改三规范”，打造“一廊六景”
（米香亭廊、凤台虹桥、稻香渔庄、听
风荷台、驿田栈道、绿野仙踪）景观
示范点。

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鸣玉镇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对现有房屋、庭
院、主干道进行改造，将原有的青砖、
石瓦、石磨、陶罐等材料进行艺术加
工，局部协调墙体色调，在空墙上则
以主题墙绘展示党建文化、特色产

业、民风民俗、村规民约，用最简单的
方式打造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乡村。

“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家住中心社区的村民向碎华
说。几天前，几名慕名而来的游客来
到向家沟乡村振兴示范长廊游玩后，
在向碎华家顺道买走了不少鸡鸭。“没
想到不出家门就能把这些卖出去。”向
碎华高兴地说。

环境变美了，有开始村民回到村
里改造老房子。短短1个月，村民向
现红的农家乐已见雏形：“我家就在观
光长廊边上，有优势。”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聂灵灵

南川 ““稻香渔歌稻香渔歌””浸润兴农梦浸润兴农梦

6月30日，位于璧山高新区的重
庆中岳航空航天装备智能制造有限公
司演练场地，消防无人机正在进行高
层建筑火灾事故消防演练。

自去年落户璧山以来，中岳公司
已研发出了多款应用于高层消防的无

人机，目前均已投入应用。消防无人
机能及时开展侦察灾情、精准打击火
点，充分体现空中救援反应迅速、机动
灵活的特点。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曾清龙 摄

璧山 消防无人机升空

秀山 隘口农业“接二连三”促增收
这两天，家住秀山县隘口镇坝芒

村的张羽芬越发忙碌起来，山银花到
了采收季，张羽芬一大早便到自家的
银花基地开始采摘：“现在方便哦，早
上摘了马上拿到加工厂来称重，立马
就能拿到卖鲜花的钱。”

67岁的张羽芬家中有5口人，曾
因缺技术成了村里的建卡贫困户。
现在，张羽芬一家早已经摘了“贫困
帽”。谈及是如何脱贫的，张羽芬自
豪地说，种植的银花功不可没。

“种植银花很轻松，银花苗和肥
料都有补贴，我们也不需要花费太多
的精力去管理，还能干点其他农活。
今年鲜花就卖了1万多元，生活完全
有保障了。”张羽芬说，银花让家里有
了稳定的收入，再也不用为生计发
愁。

近年来，隘口镇把产业发展放在
首要位置，其中以银花、黄精、银杏、
白术为主的中药材 15980 亩，茶叶
7551亩，核桃11544亩；太空莲、黑斑
蛙、金丝皇菊等其它特色产业4330
亩。2020年全镇特色产业实现产值
1800余万元。

采摘完家里所有的银花后，坝芒
村村民杨四明来到坝芒村银花加工
厂找到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杨四
明说，自己能够在几天内采收完家里
的银花，得益于村里的加工厂。“以前
一天都不敢摘多了，因为没得加工条
件，摘多了放起容易烂。现在有了加
工厂，不管你摘多少，都能很快烘
干。摘完花就去加工厂务工，每天还

能有150元的收入。”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加工3万到

4万斤鲜花，加完工后的成品放入冷
藏库存放，等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卖
出去。”坝芒村加工厂负责人杨党生
说。目前，隘口镇共有冷藏库16间、
冷冻库2间，可满足全镇2.8万亩特色
主导产业的冷链储藏需要，以避开山
银花鲜花集中上市造成的价格下跌，
确保花农收益最大化。

走进隘口镇乡村扶贫产业园农
特产品馆，印有“山水隘口”商标的山
银花、黄精、金丝皇菊、自热火锅、桶
装酸辣粉等特色农产品布满了整个
展厅。消费者要购买这些特色农产
品，只需关注“山水隘口”微信公众
号，就可直接进入微商城进行线上购
买，享受送货到家的配套服务。

隘口镇在打通了山水隘口微信
商城、淘宝网、拼多多等电商销售渠
道，借力国家“扶贫832平台”、农行
APP等平台，利用“互联网+”拓宽销
售渠道的同时，更把电商的触角延伸
到村寨院落，研发电商品牌30个，保
证农户产品上行渠道畅通无阻，让隘
口的“山货土货”走出了大山。

“在一产上发展种植，实现一产
为基，接上精深加工的二产，连接新
业态三产，加快推进电商发展。”隘口
镇党委书记刘红明介绍，接下来，隘
口镇将继续加快一二三产融合，推动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秀山县融媒体中心 彭璐 方倩

7月3日，北碚区静观镇
素心村，成片的向日葵相继
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
花游玩。

素心村是北碚乡村振兴
示范村，曾获得全国生态文
化村、重庆市绿色村庄和乡
村治理示范村称号。“十四
五”时期，北碚区将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嘉陵悠
谷”“缙云原乡”区域发展布
局，精心打造“一村一品”美
丽乡村典范，为老百姓创造
高品质生活。素心村作为美
丽的“花园乡村”，正徐徐绽
放。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摄

北碚北碚““花园乡村花园乡村””徐徐绽放徐徐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