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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
川渝合作的前沿地带和大足
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
地，双桥经开区着力构建汽
摩、静脉、电子信息和现代物
流等“3+1”特色产业体系，勇
做大足区协同发展的排头兵、
工业强区的引领者和工业经
济的压舱石。

●双桥经开区抢抓成渝
双城经济圈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机遇，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
路，“千亿工业、美丽双桥”的
愿景正以矫健的步伐朝我们
走来。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智能扫路机亮相智博会

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智能生产线

山水相映龙景湖山水相映龙景湖

——双桥经开区强化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双桥经开区空间布局图双桥经开区空间布局图

8月23日至25日，以“智能化：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的“2021智博会”将
召开。在“成渝战略节点，智慧文旅新城”大
足区展位，双桥经开区的盛泰光电（高精度
智能传感设备）、佳禾光电（智能设备玻璃面
板）、凯瑞特种车（无人驾驶智能环卫车及环
卫系统平台）等多个“真家伙”将亮相现场，
展示经开区围绕“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的
智能化成果，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

筑巢引凤
强链条壮大集群

7月19日，一辆来自陕西省长武县、满
载着3500吨动力煤的首列煤炭专列，抵达
双桥经开区的渝西川东（大足）国际商贸物
流园，标志着渝西储配煤基地正式启动。

在重庆本地煤炭产能全面出清、全市煤
炭需求缺口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确保常态化
的外煤入渝，对推动经开区及其周边地区的
高质量发展意义尤显重大。

据了解，作为双桥经开区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重点项
目，渝西储配煤基地所在的（大足）国际商贸
物流园总投资100亿元，占地面积约5000
亩，规划建设公（路）铁（路）联运、仓储、加
工、保税、交易、配送、会展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国际商贸物流园区……经开区依托
物流集散枢纽中心，走出了一条通道带物
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独特路径。

而在前不久的上海车展上，产自重庆双
桥的上汽红岩杰狮H6 6X4智能重卡惊艳
亮相……为我国重卡行业向平台化、智能
化、网联化升级指明了方向。

据悉，上汽红岩杰狮H6 6X4智能重卡
通过打通业务数据源、结合车联网大数据，
并搭载最新的睿商版蜘蛛智联产品，联合并
集成腾讯强势生态系统、多轮语音交互、国
内领先的商用车导航地图、主动降噪技术、
货箱&载重监控等网联技术，为商用车的车
主、车队管理者、司机、货主提供互联网应用
生态。

也正是凭借打通产品创新到智能运营
的全链路，上汽红岩接连获大单——先是与
河北武安举行2000台钛酸锂纯电动重卡战
略签约，既而是1000台充换一体纯电动牵
引车签约暨批量交付仪式在山西晋城举行，
随后又向俄罗斯用户交付500台红岩杰狮
C6 LNG牵引车。

同时，双桥经开区全力打造西部专用车
生产基地，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基地二期
项目正在积极推动，重汽专用车高标准智能
化专业生产线建设、凯瑞特种车创新发展和
重大新产品研发、双专汽车标准化建设等全
力推进，专用汽车产业技术与服务公共平台
初具雏形。

目前，被誉为“中国重型汽车摇篮”的双
桥经开区，已发展成为重庆重要的汽车及零
部件制造、现代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笔电配
套生产基地，成为全市门类最齐全、链条最
完整的静脉产业基地之一，西南地区重要的
静脉产业基地。现有上汽红岩车桥、盛泰光
电、巨腾笔电、足航钢铁等工业企业400余家
（规上工业企业106家），先后引进法国威立
雅环境资源服务中心、中国汽研院智能网联
汽车综合试验场、循环经济产业园、盛泰科
技孵化园、（大足）国际商贸物流园等重点项
目，聚集了一批国内一流企业。

今年上半年，经开区围绕构建“3+1”特

色产业体系，推进“链长制”，相继签约四川
朝航年产100万吨钢结构制造、天津天大求
实电力西南业务总部建设、大湾区创新谷、
中国古建筑博览园等43个重大项目，盛泰光
电产业孵化园一期投用，威立雅、智享托盘
等即将投产……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
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有力推动了经开
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
新经济精彩纷呈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双桥经开区有何
“秘诀”？

“归根结底靠科技创新。”双桥经开区管
委会负责人说。

科技创新，首先是发展理念和产业规划
的创新。为此，经开区充分发挥园区“主战
场”、科技创新“主动力”作用，围绕汽摩、静
脉、智能三大特色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全力打造千亿级（500亿
级汽摩、300亿级静脉和200亿级智能）产业
集群，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经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一辆辆满载
废旧蓄电池的货车驶入了重庆春兴再生资
源公司，大量废旧蓄电池将在这里被拆解，
被“吃净榨干，利废无废”，成为新的资源。

“我们每年处理废铅蓄电池9万吨、含铅
废物1万吨，年产再生铅6.83万吨。”该公司
总经理刘庆芳说，通过处理回收废旧蓄电池
等含铅废物，该公司年产值已达15亿元。

其实，重庆春兴公司对含铅废物的“吃
净榨干”只是经开区年产值125亿元静脉产
业的一个缩影。

静脉产业是垃圾回收和再资源化利用
的产业，经开区不遗余力变废为宝。

据介绍，作为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属静脉类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其涵盖了废
弃电子产品、金属提炼、废铅蓄电池、废钢、
报废汽车、废塑料等的回收利用，着力推动
经开区静脉产业朝着产业化、规模化、集群
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经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已初步形
成“一个园中园三大产业链”（再生资源产业
园、再生铅产业链、再生钢产业链、废电子及
其他废旧物资产业链）的产业布局，形成了
以威立雅、足航钢铁、重庆德能等32家企业
为代表的静脉产业集群，在建有中天电子二
期、睿德环保等6个重点项目，今年1-7月实
现静脉产业产值65.6亿元。

根据《双桥经开区静脉产业发展规划》，
未来经开区将以“产业持续化、招商精准化、
技术高端化、布局科学化、渠道辐射化、平台
数字化、区域协同化、发展低碳化”为路径，
打造西南地区重要的静脉产业基地。到
2022年力争实现180亿元，到2025年达到
300亿元。

立足创新产业经济发展思路，经开区还
通过全产业链的打造，缩减了上下游成本，
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崛起了智能网联、光电
摄像头等新兴产业。

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摄像头模组封装生
产企业之一，盛泰光电公司入驻以来，其产
品有1亿像素摄像头、超广角和潜望式摄像
头等，年产能3亿个，占同类型产品全球生产
额的5%，广泛应用于手机和笔电等非手机
类电子产品。

与此同时，经开区通过抓关键、抓龙头、
抓牵引，为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补链延链，
成功引进盛泰光电的合作伙伴——玻璃滤

光片领域的佳禾光电及PCB领域的达汉电
子入驻。目前，盛泰光电、宇海科技等26家
企业实现工业产值62.1亿元，走出了补链强
链战略规划第一步，拉开了打造百亿级光电
产业集群的序幕。

据了解，经开区还不断深化与中国汽
研、上汽红岩、盛泰光电、巨腾等单位的合
作，探索“大项目带小项目、整装带配套、下
游带上游”招商模式，推动产业链向深度和
广度延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法国威立
雅环境资源服务中心项目签约落户，助力引
进其他优质静脉产业，推进现有静脉产业向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方向转型，为产业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双桥经开区负责人表示，新时代创新必
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

为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经开区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5G、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开展国
家智能专用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申报建
设，全力推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目前，已
有60家企业实施了“机器换人”，建成智能产
线30条、新增数字化车间5个，重汽专用车
等企业通过技改扩能，年产值超10亿元；以
盛泰光电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填补
了摄像模组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空白；艾诺
斯（重庆）华达电源系统有限公司获中国专
利优秀奖；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1家、科
技型企业248家，建成研发机构14个，有力
地助推了具有全市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的建设。

双城建设
桥头堡作用凸显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来，川渝两地争分夺秒破除壁垒，
锐意创新，相向而行……基于此，经开区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致力于助力大足建设成渝
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示范区。

作为川渝地区首家专门回收利用废铅
蓄电池的企业，重庆德能再生资源公司和其
他14家企业一起被纳入川渝危险废物跨省
市转移“白名单”，双方相互转移的危险废物
已有近5万吨，经济社会效益良好……这是
经开区深化川渝合作，做强静脉产业链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双桥经开区先后与内江经开
区、成都淮州新城、射洪经开区等地达成战
略合作，积极推动双方在产业互补、技术共
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度合作、协同发展，打
造成渝地区再生资源转移“绿色通道”。

同时，经开区将紧紧围绕“3+1”特色产
业体系，积极融入成渝轴线智能制造联盟，
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牵头组建成渝
地区静脉产业联盟，进一步提升静脉产业能
级；促进两地企业协同发展，共同做大产业
链蛋糕。

目前，经开区川渝合作项目蓄势待发：
盛泰光电与宜宾哚唯品牌、泸州百象自动化
设备、四川莱普激光等协同发展，谋划共同
建设盛泰光电产业园；双桥巨腾与内江巨腾
将展开深度合作；足航公司有望与攀钢集团
就资源、技术、市场等积极开展合作，联合新
建一条特种钢生产线；重汽专用车公司已与
眉山市丹齿精工公司在齿轮和减速器的产
品研发和产品制造供应方面进行了交流对
接，下一步将开展深度合作。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静脉产业，双桥经开
区将与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绵阳循环经济

产业园、内江新城椑木组团暨西南循环经
济产业园、遂宁西南（大英）表面处理循环
经济产业园等加强合作交流，携手建立静
脉产业发展联盟。目前，已对成都淮州新
城、内江东兴经开区等园区进行了前期走
访对接，与内江新城椑木组团暨西南循环
经济产业园已初步达成为企业供应原材料
的合作意向。

优化布局
产城景相融共生

作为主城都市区“桥头堡城市”，大足
区正全力构建“一中心三组团两轴线多节
点”的城镇空间格局（双桥经开区位于“双
桥+龙水”城市功能组团以及沿大邮路南北
向城镇发展轴），这标志着经开区由产业发
展向组团城市迈进。

作为大足区协同发展的排头兵，经开
区在区域融合中寻找发展动能，坚持“城市
向北、工业向南”发展方向，围绕产（业）城
（市）融合、职（业）（居）住平衡，优化城市
“一核一轴一带七片”（双桥经开区城市核
心、经开大道城市综合发展轴、南北城市生

态景观带、六大产业片区和职业教育片区）
空间布局，加快40平方公里（250公顷核心
区）城市规划编制，以财富中心、体育馆、文
化中心、花海公园为核心，打造双桥城市中
央活动区，培育打造未来双桥城市发展核心
和商旅文体融合发展高地，提升城市品质魅
力，致力建成“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市
品质区。

作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开发区”，经开
区在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同
时，把城市融入自然、把自然引入城市，促进
产城景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公园中的城市”，
努力为市民打造高品质生活新空间。

为此，经开区启动了花样龙水湖景区和
车城广场公园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已完成
工程进度的50%；龙景湖公园内陆续增种了
红叶桃花、红梅、红火箭紫薇等乔木花卉；通
过建设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绿化水系和道
路……这些园林景观把经开区“公园中的城
市”点缀得分外精致。

同时，经开区依托良好的气候、生态、人
文等优势资源，精心打造巴岳西湖椿玺养护
中心、巴岳山森林康养旅游运动综合体等健
康产业项目，致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的康养基地。

尤其是经开区坚持以“重汽文化”为特
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以景区景点为载体，
将龙水湖景区、巴岳山和重汽文旅城有机结
合、连点成片，谋划川汽厂“三线建设”遗址
公园，建设重汽博物馆，打造“产城景”融合
发展示范经开区。

目前，双桥经开区建成区面积达19.5平
方公里，城市路网密度达6.3公里/平方公里，
建成重庆电信职业学院、重庆工程学院、重
庆科技职业学院，按照“公园中的城市”建成
龙景湖公园、“千叶城市花海”等绿地面积达
418.9公顷，绿化覆盖率达40.1%，成为“天
蓝、水清、景美”的宜居城区……“美丽双桥”
发展形势极为喜人。

双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建成
“两高”（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为统领，按照“做强经开区”总体要求，全面
聚焦特色化、融合化、智慧化、国际化、绿色
化，聚力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区、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创新驱动活力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绿色发展引领区。

预计到2025年，经开区工业总产值将突
破1000亿元，培育和引进研发机构数量10
家，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进出口总
额达到4亿美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保
持在300天以上，城镇常住人口达到25万
人，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

同唱双城记，抢占桥头堡。人们有理由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双桥经开区经济引擎作用
将更加彰显，科技创新动力将显著增强，“千亿
工业、美丽双桥”的愿景将变成现实。

陶永国 图片由双桥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