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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星婷

9月28日，重庆软件园·重庆数字
文创产业园和数字内容·渝产业园在南
岸区开园。这两大数字产业园将致力
于形成百亿级产业规模，为重庆数字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这只是南岸区建设“国际化、绿色
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的一个
缩影。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主城都市区建设的部署要求，南岸区
走深走实“智慧+”“绿色+”高质量发展
之路，正加快建设具有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山水人文都市区、智慧创新生态
城”。

引入20多个新兴产业园区

“重庆软件园是在2019年第二届
智博会上入驻南岸的全市重大项目
之一，2020年线上智博会上被授牌为
重庆市首批软件产业园。”9月28日，
南岸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称，该项目
是打造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的重要支撑
载体。重庆软件园分A、B、C、D四个
区打造，总体量将超过100万平方米，
是南岸区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
城”的重要引擎。

目前，重庆软件园已聚集了国家级
开放平台4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1个、

国家级产业平台5个、重要行业平台15
个，全力打造中国“智谷”。

除重庆软件园外，南岸区已引入阿
里飞象、树根互联、网易文创数字经济
产业园等20多个新兴产业园区和众多
头部企业。目前，全区科技创新企业规
模呈加快发展态势，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到235家，位居全市第4，科技型企业增
加到1193家，位居全市第7。

高标准打造长嘉汇城市会客厅

弹子石、龙门浩、慈云寺等历史文
化街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9月
30日，和煦的阳光下，南岸区这些著名
景点游人不少。

“聚焦‘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现代城市要求，南岸区着力建
设山水城市会客厅，以长嘉汇金融中
心建设为引领，推动文旅商体融合发
展。”南岸区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南岸区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
合发布《长嘉汇大景区(弹子石片区)
城市设计方案》和《龙门浩·重庆人家
城市更新方案》国际征集资格遴选结
果，共有10家国内外优秀设计团队入
围。

“这标志着重庆推进长嘉汇大景区
规划建设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该负责
人介绍，长嘉汇大景区（弹子石片区）城
市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洋人街、总部经济
区、卫国路以及钟楼广场等4个地段，
将重点突出“长嘉汇金融中心、国际化

迎宾半岛”的功能定位。
“龙门浩·重庆人家”城市更新方

案主要包括慈云路、海棠溪新街、南
山—黄山风景名胜区山脚下的一天门
社区等，设计方案重在讲好“龙门故
事”，还原“最重庆”的龙门浩。

“长嘉汇大景区和龙门浩片区是充
分展现南岸区历史人文风景眼、山水城
市会客厅、商业商务中心区的重要载
体。”该负责人表示，南岸区将高度重视
两个设计征集成果的转化运用，助力打
造长嘉汇城市功能新名片。

让花盆成“聚宝盆”

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南岸
区，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是重庆市主城
区的绿色屏障。

南山中央山地公园，是南岸区打造
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生态“绿芯”；作为长
江生态文明创新实验区，广阳岛正着力
打造“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南
岸区全区森林覆盖率43%，有着天然的

“半城山水半城绿”空间布局。
以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示范建设为引领，南岸区正系统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构建大健康
与大生态交融的绿色产业体系。

此外，南岸区利用良好的生态优
势，紧紧围绕林果、花卉、盆景三大特色
效益农业，培育出南山花卉、双龙盆景、
回龙枇把、龙顶樱桃等多个农特产品品
牌，让花盆成为“聚宝盆”，果树成“摇钱
树”；依托美丽乡村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实现“园区”变“景区”，让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美好。

走深走实“智慧+”“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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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两张石棉网上放着形状相似的两
片树叶，用酒精灯进行加热，一片树叶
瞬间烧焦，而另一片却完好无损。10月
8日，位于长寿经开区的华陆新材料有
限公司正在演示一组实验，树叶未烧焦
的奥秘在于其下面放置着一块果冻状
的蓝色物质。

“这种物质名叫气凝胶，是一种绝
佳的隔热材料。”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
司年产5万平方米硅基气凝胶复合材
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项目将于年
底正式投产。

这只是长寿区打造国家级新材料
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区围绕龙头示范，强化科技创新，
形成了以聚氨酯、功能性膜材料等为主
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20年，长寿区
新材料产业产值达183.2亿元，约占全
市份额的1/4。

龙头企业引领串起新材料产业链

长寿区作为主城新区的重要板块，
制造业一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拥有重
钢、川维化工等老牌企业。近年来，当
地狠抓产业链供应链统筹，着力培育和
引进了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重大项
目、龙头企业，打造新材料和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
“在产业链打造中，我们首先瞄准

掌控核心技术、具有核心引领、能弥补
本地产业链短板的龙头企业，再以诸多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围绕着龙头企
业集聚，形成上中下游企业共同促进、
利益均沾、共赢发展的金字塔式产业链
结构。”长寿区相关负责人称。

除了华陆气凝胶，近年来，长寿区
还先后引入世界首套天然气制蛋白质、
最大高强钢筋、最大钢绞线以及西南地
区最大锂离子膜材料等龙头项目落户，
基本形成了高性能聚合物、纤维及复合
材料、功能性膜材料、电子化学品以及
硅基新材料为主的产业集群，为“十四
五”时期初步建成国家级新材料和先进
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益

在长寿经开区，重庆科顺新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区域内，一批批聚氨酯防水
涂料不断从自动流水线传输而来，经机
器臂分类码垛后，再打包出厂。去年，
科顺新材料完成车间智能化改造，用全
自动流水生产替代人工作业，生产运营
效率提高了20%。

在生产环节注入智能因子，通过大
数据智能化提升产业链生产效率和效益，
加速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是长寿新材料
产业集群得以快速发展的另一秘诀。

“我们通过‘点线面’三个维度，推
进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与工业经济
深度融合。”长寿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点”上抓单台设备改造、推动

企业“机器换人”；在“线”上抓生产线升
级、装备成套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在

“面”上抓系统集成、建设智能工厂和数
字化车间，提高生产的标准化、自动化、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据统计，这几年，长寿区累计投入
55.8 亿元，实施 137个智能化技改项
目，已建成4个市级智能化工厂、38个
市级数字化车间，其中，与新材料相关
的项目便占1/3。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走进川维化工，EVOH生产线上机
械轰鸣，这是一种热塑性高阻隔树脂，
它能有效阻隔空气中的氧气，被普遍运
用于食品包装。就在不久前，由川维化
工自主研发的EVOH合成树脂产品实
现量产，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目前，长寿新材料共聚集了200余
家企业，正向千亿级产业迈进。“近年
来，我们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加大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发
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为产业升级赋
能。”长寿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得益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
有机衔接，不只川维化工自主研发的
EVOH实现量产，更多创新成果也从

“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带动新材料产
业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强与两江新
区、涪陵的区域联动，通过建立资源共
用、利益共享协同发展机制，实现在产
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良性互动，围绕
新材料产业链锻长板、补短板。”长寿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锻长补短 强化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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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绍伟

过去一年多来，重庆主城都市区深
入实施《重庆主城都市区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加快中心城区与主
城新区同城化发展，“极核”优势愈发凸
显。仅今年上半年，主城都市区地区生
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市77.8%。

根据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重庆主城都市区常住人口为2112万
人，其中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为 1034 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2.27%。中心城区
的吸引力可见一斑。一直以来，中心城
区都是重庆人财物集聚的中心，也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高
地。主城扩容后，对中心城区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不但要多“吸金”，成为引

领主城发展的高地，还要多“放电”，成
为带动主城新区发展的引擎。

不论是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还是维护好城市的人情味“烟火
气”，又或者营造城市“潮生活”夜经济
等，中心城区都有着巨大的潜力、优势
和经验。长嘉汇、广阳岛、科学城、枢纽
港、智慧园、艺术湾都集中在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的发展给其他12个区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磁器口滨江
片区治理提升就为南川东街旧城微改

造提供了借鉴经验，长嘉汇的打造也为
涪陵区打造长涪汇城市阳台提供着有
益的参考。礼嘉智慧公园的先进理念
和成功经验，也为涪陵走“科创+”“绿
色+”发展路子提供了借鉴。

中心城区的“电能”不仅在于有太
多的经验可供主城新区借鉴学习，还在
于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网正在连接和
改变着主城都市区人民的生活。前不
久召开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
提出，要加快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打造轨
道上的都市区，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建
设。近一年来，便捷的交通体系一直在
不断延伸，自轨道交通1号线延伸至璧
山区之后，璧山到铜梁的轨道交通线路
也已全面开工；轨道交通二、三期续建
和市域（郊）铁路江津至跳蹬线也正加
快推进；两江新区至长寿快速通道等项
目开工建设……“1小时通勤圈”正在加
快成型。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的时空
距离正在加快缩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中心城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主城
新区各取所长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主城
都市区的“产业升级引领区、科技创新
策源地、改革开放试验田、高品质生活
宜居区”目标定位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中心城区“吸金”同时要多“放电”
——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大家谈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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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重庆日
报记者10月 8日获悉，为全力推进

“智慧名城”建设，全面打造“住业游乐
购”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市大数据发展
局近日发布“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将
围绕基层治理、停车管理及服务、餐饮
食品安全3个领域打造示范项目。

此次发布的项目有严格的考核指
标。基层治理方面，要求项目建成区
县级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并实现区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部署；同时
要实现同一区县行政区域内5个以上
试点社区基础数据全面数字化采集，
以及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网格、楼栋六级数据流转；还要打造不
少于10个基层治理应用场景，面向工
作人员和居民分别开发移动端应用，
为工作人员提供数据采集、维护、查询
等移动端功能，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
服务、便民服务等移动端功能等。

停车管理及服务方面，要求项目
具备车位查询、停车缴费、车位预约、
停车诱导、停车监管、经营分析、运营
管理等功能，满足城市级智慧停车平
台管理及运营需求。同时在用户数、

响应时间、接入停车泊位等方面也有
明确要求，比如可接入管理停车泊
位要超过10万个，可接入管理停车
场要超过2000个，操作界面响应时
间≤1s，数据查询平均响应时间≤2s，
能支持注册用户数不低于50万等。

餐饮食品安全方面，要求项目覆
盖同一区县行政区域内500家以上餐
饮单位，并能对未戴工帽、未戴口罩、
未戴手套、未穿工服、抽烟等违规行为
以及垃圾桶、老鼠等进行智能识别、自
动抓拍和存储，违规行为的识别率应
达到90%，存储时间不少于7天等。

据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揭榜项目要求建成时间均不
晚于11月30日，承诺持续运营时间
均不少于3年。市大数据发展局将对
完成建设的揭榜项目进行评分，并按
照分数高低确定揭榜优胜单位，每个
方向揭榜优胜单位最多不超过2家。
同时，对于揭榜优胜单位，将给予揭榜
资金奖励，其中，基层治理平台和智慧
停车平台项目每个补助金额200万
元，“互联网+明厨亮灶”食品安全智
慧管理项目每个补助金额100万元。

智慧城市怎么建

重庆发布“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 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由
该委牵头起草编制的《重庆市5G应
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于日前完
成公示及意见征集，将于近期出台，计
划3年内从涉及垂直行业、社会民生、
新型信息消费等多个重点领域中建成
60个5G应用标杆场景。

按照《行动计划》，到2023年，重
庆将实现以系统、终端、网络设备、元
器件、材料为主的5G产业生态有效
集聚，全市5G网络个人用户普及率
达到40%以上，5G网络接入流量占
比超过50%，5G物联网终端用户数
年均增长超过200%。

届时，5G技术将在全市多个重点
领域进行深度拓展。比如，在工业、车
联网、物流、建造、能源、水利、农业等
垂直行业领域，5G应用成效将日益凸
显；在医疗、教育、旅游、智慧城市等社
会民生领域，5G应用将有效促进“住
业游乐购”全场景建设；在新型信息消
费领域，5G技术应用将带动数字文
创、新零售、家具安防等领域创新发
展。

与此同时，5G应用支撑能力将显

著增强，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将
超过15个，全市建成超过100个5G
行业虚拟专网，引进培育5个5G应用
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建成重庆市5G
融合应用创新中心和5G应用安全创
新示范中心，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领
域协同、大中小企业联动的5G应用
融通创新格局。

为实现上述目标，《行动计划》提
出，市级部门将开展创新协同，突破
5G应用关键环节，包括实施5G智能
终端技术攻关、5G系统与网络技术攻
关和5G+工业互联网技术攻关，以及
做大5G智能终端与设备产业，补全
5G芯片与元器件产业，布局5G关键
材料产业，培育升级5G应用软件产
业等。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按照《行动
计划》，全市将在多个重点领域推广
5G应用，包括5G+工业互联网、5G+
车联网、5G+智慧物流、5G+智能建
造、5G+智慧能源、5G+智慧水利、
5G+智慧农业、5G+智慧园区、5G+智
慧应急、5G+智慧交通、5G+智慧医
疗、5G+智慧教育、5G+智慧旅游、
5G+智慧城市管理、5G+数字文创、
5G+新零售、5G+智慧生活等。

重庆拟出台5G应用行动计划

3年内建成60个应用标杆场景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水江组团GY09-07/03地块、BG组团J-8分区3/02地块等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16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

它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
在我区欠缴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
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 10月 9日12时00分至2021年

10月29日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南川区）（https://
www.cqggzy.com/nanchuanweb/）自行下
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至时间:2021年10月
29日12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
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将在2021年10月29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以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竞买人在2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
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
2021年11月1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
知）②以挂牌方式出让为2021年11月1日15

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

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8日

编号

NC2021让
10-2-1

NC2021让
10-2-2

地块名称

水江组团GY09-
07/03地块

BG组团J-8分区
3/02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4007平方米
（约6.01亩）

16186平方米
（约24.28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不得大于1，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4007平方米，海绵城市规划条
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其他规划
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16号执行。
容积率：仓储项目容积率上限按1.5控制，建筑控制高度：40米。配套设
施按相关规范进行配套。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不低于65%，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用地性质为一类
物流仓储用地。具体规划指标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31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加油加气
站用地

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655

1155

起始价（万元）

655

1155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唐朝勤
机构编码：00006150011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巴县大道102号2幢2-26~34、69~7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130号附1号2-2、3
批准日期：2016年01月06日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8652200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阳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祁美娅
机构编码：00006150023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青龙路271号301室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群益路201号11层
批准日期：2010年08月30日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8652200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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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肖秋灵）10月8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委网信办获悉，2021重庆网络
安全宣传周将于11日在璧山启动，系
列活动于11日至17日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

此次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
周期间，我市将举办网络安全高峰论
坛、网络安全体验展、网络安全攻防竞
赛和主题日等活动。

网络安全高峰论坛将邀请市内外
网络安全专家、产业界代表，着眼“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围绕
“数据安全”主题，就网络安全形势、数
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
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交流研
讨。

网络安全体验展将搭建线上线下
双展馆，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
体验性，展示量子信息、5G、安全态势
感知、科普机器人、VR、3D全息等网
络安全前沿技术、最新产品、示范应
用，大力宣传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等群众密切关注的网络安全
知识，增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
技能。

2021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11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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