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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之际，
10月21日，2021中国·重庆潼南国际柠
檬节在潼南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
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柠檬产区
联盟正式成立，川渝九地联合发布《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柠檬产区联盟宣
言》（以下简称《联盟宣言》），携手打造千
亿级柠檬优势产业集群。

近年来，潼南秉持“一颗小柠檬，融
入大循环”的理念，聚焦国内国际大市
场，建成中国柠檬交易中心，其柠檬产品
遍布国内一线城市，还出口俄罗斯、菲律

宾、新加坡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重庆柠檬产业集群成为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批准建设的首批50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为进一步深化川渝毗邻区市县协
作，加快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推动千亿级柠檬优势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此次国际柠檬节期间，我市
潼南、江津、合川、大足、铜梁和四川省
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安岳县）等 9
个柠檬出产地，共同成立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国际柠檬产区联盟，以“共
享、共兴、共建、共创、共赢”为宗旨，聚

焦延长产业链、培育创新链、提升价值
链，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柠檬产
业集群。

据介绍，《联盟宣言》主要包含5个
方面内容。一是坚持发展共享。齐心协
力把联盟打造成为集资源集聚、协同创
新、技术支撑、服务咨询、交流合作等五
大功能于一体的共同发展平台。

二是坚持产业共兴。构建柠檬产加
销全产业链，联合打造产业成链成群一
体化融合发展体系。

三是坚持生态共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推广绿色生产加工技术，

生产绿色有机产品，引导绿色消费。
四是坚持科技共创。强化科技创新

支撑引领，推动大数据智能化赋能柠檬
产业，为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五是坚持合作共赢。探索加强联盟
有效合作路径，建立柠檬产业定期研判
协商重大合作事项联席会议制度。

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全力做大做强做优潼南百亿级柠檬产业
链核心区，与毗邻地区一道，推动柠檬产
业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国际柠檬产区全
球影响力，推动柠檬产业在“双循环”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颗小柠檬 融入大循环

川渝九地携手打造柠檬优势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0月21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
察院与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察院共同签署《检察协作框架协
议》，正式建立跨区域检察合作伙伴关系，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精准法律服务。

根据协议，两地检察院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在维护交通物
流秩序、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维护金融领域安全、未检办案
协作、服务保障高竹新区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
与合作。同时建立线索移送、管辖争议解决、涉检信访申诉矛盾
纠纷化解等一系列协作机制，探索两地检察院多渠道、全方位配
合协作与实务交流。

根据协议安排，双方还共同为川渝高竹新区检察服务中心
揭牌。

川渝高竹新区是川渝两省市共同批准设立的目前全国唯一
一个跨省域省级新区。据了解，川渝高竹新区检察服务中心将
围绕当地中心工作，依法服务和保障高竹新区“两区一城”建设，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双方将以服务中心为协作平台，加强
司法协作和跨区域司法服务，提升检察工作效率，努力回应多元
司法需求。

渝北、邻水建立检察协作机制

川渝高竹新区检察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0月20日，重庆市水文监测总
站与遂宁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签订合作协议，就健全跨省市雨
水工情信息共享、联合会商调度合作机制等事项达成共识，双方
约定将共享涪江、琼江流域水文信息，对重大灾害性天气进行部
门联合会商等。

今年5月，重庆市水利局与四川省水利厅共同签署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水旱灾害防御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备忘录》，在
已共享20个水文站点、19个水库站点基础上，新增共享60个水
文站点的雨情、水情信息及对重庆市有直接影响的水库（水电
站）水情、工情等信息。此次两地水文部门再签《涪江、琼江流域
水文信息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将在信息共享、灾害应对、业务交
流等方面开展合作，提升涪江、琼江流域水文信息资源共享效
率，促进水文业务融合发展，为涪江、琼江流域防灾减灾、水资源
管理利用提供更加可靠的技术支撑。

此外，双方还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轮流召开联席会议，
交流工作经验，联合开展水文技术研究，建立常态化预报技术交
流和业务专家交流互访机制，定期举办重大天气过程水文预报
技术经验交流会等。

川渝水文部门签订合作协议

涪江琼江流域水文信息
将实现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王天翊

以前，在川渝地区有两大优良猪种，一个叫“荣昌猪”，另一
个叫“内江黑猪”。随着时间推移，“荣昌猪”逐渐蜚声全国，而

“内江黑猪”，则被生长速度更快、瘦肉率更高的洋猪挤占了市
场，饲养数量和范围逐渐缩小。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不断提升，许多人还是觉得本土猪肉味
道更香。“内江黑猪”迎来了复兴的机会。

但是，一个畜种的复兴并不容易，“内江黑猪”该怎么办？
今年初，一个好消息传来：荣昌和内江两地共同规划的现代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内荣农高区”）启动建设，
将为“荣昌猪”与“内江黑猪”携手闯荡江湖提供最佳承载地。

根据规划，内荣农高区将集聚国家级、省（市）级畜牧科研平
台、院士（博士）工作站和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基因育种；同时，依
托荣昌农牧特色国家高新区、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重
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荣昌国家生猪交易市场等，集聚以生
猪为主体的农产品生产、交易、加工、流通等相关数据资源，促进
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融合。

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内荣农高区是
全国首个跨省市国家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其规划
过程中，荣昌和内江充分联动，共同推动国土空间布局不断优
化。下一步，该局将加强与内江市规资部门联动，共同编制内荣
农高区总体规划和农高区内国家畜牧科技城总体规划，科学论
证确定内荣农高区用地范围及空间布局，以国土空间规划一体
化为内荣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做好空间要素保障。

规划好一片农高区

“荣昌猪”带“内江黑猪”闯江湖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0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两江新区正与天府新区探索通过产业联盟，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两江新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张智生介绍，今年来，两大新区成立了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科技
创新、文创会展、现代金融、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生物医药八大
产业联盟。

“这一举措得到两地企业积极响应。”张智生介绍，目前，汽
车制造联盟已有70多家企业成员，电子信息联盟已有60多家
企业入盟，不少联盟已经开展工作并取得合作成效。

以汽车制造为例，在联盟推动下，长安汽车正瞄准汽车产业
“新四化”，加快对接川渝地区优质供应商资源，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同时积极开展
川渝供应商体系帮扶，推动供应商技术、质量、物流等方面能力
提升；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也收获了一汽大
众、沃尔沃、吉利等车企在成都工厂的钢材订单。

张智生表示，下一步，两江新区将联动天府新区探寻推动企
业深度合作，以八大产业联盟为抓手，进一步摸清两地产业细分
门类，搭建好企业常态化合作交流平台，采取项目化、事项化、清
单化形式，推动与天府新区产业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两江新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智生：

建好两大新区八大产业联盟
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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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高竹新区
建设有序推进

川渝高竹新区位于渝北区茨竹镇与广安市邻水
县高滩镇交界处。这里虽深处大山，但距离江北国
际机场仅38公里。川渝高竹新区成立以来，积极探
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产城景融合发展
等新路径，高起点规划、高规格推动、高标准建设、高
水平管理、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

截至目前，川渝高竹新区入驻企业161家，202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8亿元、创利税1.1亿元。

预计到2025年，城市形态初步形成，基础设施
内畅外联，现代产业加速集聚，公共服务全面融合，
常住人口 15 万人以上，地区生产总值 120 亿元以
上。

▲10月20日，川渝高竹
新区，四川瑞创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参观者正在了解概
念汽车。

▲

10 月 20 日，正在建
设中的川渝高竹新区平安
寨社区。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龙
帆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纲要》应势而生，成为指导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纲领性文件，以及制定相关规划和政
策的依据。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站在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来看，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有利于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为此，《纲要》对加快建设有实力、
有特色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了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使成渝地区在全
国发展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
清晰——

从中国地理版图看，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
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有连
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
独特优势，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

从中国经济版图看，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
夫认为，成渝地区将与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一起，构成一个优势互补、
遥相呼应的完美菱形，是中国经济的重
心区域，对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起着重
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时代发出新的呼唤，国家赋予新的
使命。

找准“政策眼”、用足“含金量”，《纲
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定下主
要原则、绘制出“路径图”——

双核引领，区域联动。提升重庆、
成都的综合能级和国际竞争力，以大带
小、以点带面、以城带乡，形成特色鲜
明、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的城市群发展
格局。

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强化改革的
先导和突破作用，积极推动更高层次开
放。强化体制创新，面向国内外集聚创
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与产业转型
升级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绿色低碳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建设运营模式，实现
可持续发展。

共享包容，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筹协同，合作共建。坚持“川渝一

盘棋”思维，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
互协作、共同实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
展，显著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夯实发展的基石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早在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决策部署之日起，川渝广大
干部群众一天也不耽搁、一刻也不松劲，
发扬“马上就办”的精神，把已确定的事
情尽量往前赶——

2020年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启动。

同年3月17日、12月14日和2021
年5月27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川渝党政联席会议举行了3次，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的强大合力。

600多天里，200多份合作协议陆
续签署，2个国家级和8个省市级川渝毗
邻地区合作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方案
编制全部启动；今年前三季度，总投资达
1.57万亿元的2021年川渝合作共建重
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866.8亿元，完
成年度投资741.4亿元……

一幕幕发展大戏精彩上演，一项项
扎实举措频频出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作出了有效探
索，为全面实施《纲要》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20年，
重庆、四川两省市GDP总量占全国的比
重稳步上升，较2019年提高0.2个百分
点。

良好的发展势头仍在延续。今年
前 三季度，重庆、四川 GDP 分别为
19951.89亿元和38998.66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9.9%、9.3%，在整个西部地区的
辐射引领作用更为显著。

——科技创新全面发力。从重庆市
委五届十次全会、四川省委十一届九次
全会，从两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四
五”规划均可以看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成为两地共同的战略行动。

一年多来，两地加快共建成渝综合
性科学中心，研究谋划200个重大支撑
项目、1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高
校共建3个协同创新中心和1个重点
实验室，联合实施重点技术研发项目
15 个；共同设立 50 亿元（首期 10 亿
元）科创母基金；2021 年川渝集中开
工40个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总投资超千
亿元……

——改革开放水平提升。在改革创
新上，川渝共同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
度分离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改革示
范等重大改革；联合制定《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推动解决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上的
重大问题……

在扩大开放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
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230余条
国际航线等开放大通道，用好重庆两江
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重庆自贸试验区、
四川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大平台，成渝地
区在国家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稳步
提升，在西部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作用
日益彰显。

2020年，川渝两省市的外商直接投
资到资总额占到西部12省份的58%，外
商投资企业总量占比达到43%，释放出
强大的开放效应。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在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上，目前川渝通办事项已达
210项，不仅对国家要求实现跨省通办
的事项尽量全覆盖、打出提前量，还拓展
了一批川渝特色跨省通办事项。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成渝中线
高铁全面启动建设，川渝已通或在建省
际高速公路19条，开行跨省城际公交线
路9条……两地群众出行更便捷、交往
更频繁，发展红利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今年初，川渝两省市联合印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到
年底前，将实施以交通通信、户口迁移、
就业社保、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住房保
障等为重点的便捷生活行动，同步建立
便捷生活事项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
制，有效满足两地群众工作生活需求。

一个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正在逐渐成
型，让近者悦、远者来。

共绘美好的图景

百舸争流，奋楫者进。
与沿海地带有所不同，一片内陆区

域的崛起，往往需要更开放的胸怀和更
坚定的决心，需要更大的力度和更刻骨
的革新。

今年元旦，中欧班列（成渝）号在重
庆团结村中心站和成都青白江国际铁路
港同时发车，这是首次两地联合开行的
中欧班列，也是成渝打破藩篱、协同开放
的一个缩影。

6月17日，川渝两省市政府首次联
合举办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吸引了来自美国、日

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 19个
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知名企业和机构
参加。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年多来，川渝
在智博会、西洽会等重要活动中，均着力
于向全球企业家、投资者、创业者推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概念，为积
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造势布局。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
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
民所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
一体化的事情很多，当务之急可以先确
定突破点，然后一点一点去做，例如建立
协调机构、制定一体化国土空间规划、加
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消费市场一
体化等。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要集中
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作为“双核”之一
的重庆，未来，将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在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中先行先试，建设国际化、绿
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打造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中心、
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
纽，增强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
区域带动力。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齐心
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到2025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
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
水平明显提高”“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作用显著增强”；到2035年，“建成实
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城经济圈”“成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
力源”……

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
民福祉。一系列可视化指标，将转化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到2025年，重庆、成都间1小时可
达，铁路网总规模达到9000公里以上、
覆盖全部20万以上人口城市；5G网络
实现城镇和重点场景全覆盖；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率达到
88%，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
95%……

定下航标，谋定而动。
对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沿着《纲

要》规划的路径，1亿多巴蜀儿女更加有
方向、有信心、有力量地阔步向前。

蓝图在前，风光无限。
站在新时代的风口，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正蓄积着更强的合力，向着更美
好的未来乘风破浪、砥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