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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方面着力
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城市

2018年6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确定广安“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城
市”的战略定位。广安认真贯彻落实四
川省委决策部署，在市委五届六次全会
上审议通过了《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城市
推进方案》，2022年全面建成川渝合作
示范城市。

川渝合作示范城市如何加速建
设？广安将从重大规划衔接、交通互联
互通、产业协作互补、公共服务共享、生
态共建共治5个方面着力，推动渝广城
市、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有机衔接，构建
川东渝北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多维
度、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

在重大规划衔接方面。目前，广安
已启动《渝广城市一体化发展规划》编
制工作，并将《渝广乡村振兴一体化发
展规划》纳入《广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初步方案。

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长寿至邻
水至渝北快速通道、岳池至武胜至合川
至潼南快速通道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加
快推进；广安市过境高速公路东环线及
渝广高速支线全面开工建设，镇巴至广
安至重庆高速公路通江至广安段已完
成工可报告编制并通过行业审查，城口
至宣汉至大竹至邻水高速公路已纳入
省高网调整规划征求意见稿……

在产业协作互补方面。广安经开
区与重庆长寿经开区签定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华蓥市加快打造重庆电子信息
产业配套园区；武胜县加快建设川渝农
产品加工合作基地……

在公共服务共享方面。广安与重
庆市卫健委签订《卫生应急联动协议》，
加快共建医疗卫生合作平台；广安与潼
南共享5个博士后工作站、32个市级企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安市人民医
院、广安区人民医院、广安福源医院已
纳入川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

在生态共建共治方面。两地加强跨
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在川渝交界断面
建成4个国控水站、2个省控水站并投入

运行；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
合作和技术交流，已建成的大气自动监
测站可实时监控大气污染6项指标。

下一步，广安将全力争取省级层面
建立统筹推进川渝合作示范城市建设
工作机制，争取四川省发改委牵头组织
经济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
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等省级相关部门
和广安市政府共同召开川渝合作示范
城市建设联席会第一次会议，商定省级
层面统筹推进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机制，
组建示范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具体负责
示范城市建设日常工作的统筹协调，及
时解决示范城市建设中的重大困难和
问题。

主动融入重庆
做强产业发展大文章

4月16日，广安借力“2019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平台，在蓉举行广
安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成功签
约重庆勇图汽车车厢门锁生产等23个

项目，协议资金达140.4亿元，签约项目
和参会客商大多来自成渝两地。

据统计，今年1至4月，广安新签约
玄武岩（池窑）连续纤维及湿法毡生产
线等项目 181 个，协议投资 276.35 亿
元，其中来自重庆的项目53个，协议投
资97.6亿元，重庆成为广安省外投资项
目主要来源地。

除了项目主要来源重庆，广安50%
的工业也为重庆配套。5月14日，在位
于邻水县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的四川
创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10多名工人正
抓紧时间将汽车配件打包装车，准备运
往重庆。公司总经理刘建明介绍，公司
主要为重庆长安、力帆、北汽银翔、重庆
现代等汽车生产企业配套。

在广安为重庆配套有的企业还有
很多。仅以高滩园区为例，园区70%以
上企业为重庆做配套，90%的产品销往
重庆。

在旅游方面，广安每年60%的游客
来自重庆。“‘五一’小长假，我们不仅去
了邓小平故里景区和华蓥山旅游区，还

去了武胜白坪—飞龙乡村振兴示范
区。”重庆游客王陈说，现在的广安真是
越来越美丽了。

“五一”小长假期间，广安共接待游
客180.56万人次，同比增长5.30%；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6%。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广安75%的农
产品销往重庆，广安也在围绕着农产品
加工做文章。以武胜为例。该县立足
川渝合作，投资20亿元以上打造火锅产
业园，到2020年，力争打造成为四川省
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和全国农产品加
工业示范基地，打造“川渝独有、全国一
流”的武胜火锅产业园。同时，武胜还
面向重庆、对接成都，大力引进火锅加
工企业上下游配套项目。

对标两江新区
高标准打造高滩新区

5月13日，高滩园区开往重庆举人
坝轻轨站的直通车开通运行。举人坝

轻轨站到高滩园区共38公里，是重庆距
高滩园区最近的轻轨站。之前从园区
到重庆举人坝轻轨站需要在渝北区茨
竹镇和兴隆镇换乘，单程需要超过2个
多小时。开通直通车后，50分钟就可以
到达。

交通升级仅是广安高标准打造高
滩新区的一个缩影。为纵深推进广渝
合作，今年广安提出将高滩园区升级
为高滩新区，对标两江新区打造一座
3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城，使其成为广
安和重庆开放合作的重要园区和主阵
地。

“从园区到新区，产业发展是核
心。”高滩园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5月
9日，高滩园区新开工8个产业项目，其
中5个是汽车配件生产项目，主要生产
座椅、安全带等汽车配件，为重庆汽车
产业配套。“到今年年底，高滩园区将拥
有近50家汽车配件企业，配套重庆、服
务重庆的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将得到进
一步完善。”

据了解，高滩新区将按照“2+3”工
业产业体系，积极对接融入重庆，大力
发展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优势产
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电
子信息、军民融合等先导型产业。以后
的高滩新区，将会是“以园聚产、产城相
融、城乡共美”的产业新城。

为进一步提升高滩新区的吸引
力，高滩园区正携手四川发展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及重庆渝富集团，规划建
设人才公寓、科创中心、山地公园。人
才公寓可以提供给入驻企业中高端人
才居住，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科创中
心用于孵化企业；山地公园则可以为
在高滩工作的人员提供娱乐休闲的空
间。

“对标两江新区打造高滩新区，园
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高滩园区管委
会负责人说，从春节至今，几乎每天都
有各地客商前来考察，仅来自重庆的企
业便有30余家。

黄辉
图片由广安市委宣传部提供

建成重庆主城空间拓展区、重大产业配套区、农副产品供应区、休闲度假“后花园”——

广安加速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城市

5 月 6 日，广安
市党政代表团赴重
庆两江新区考察学
习，双方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将在推
进产业协同互动、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等6
个方面加强合作。

早在今年3月举
行的川渝合作示范
区经济协作联席会
第二次会议上，广安
便与重庆敲定了《川
渝合作示范区（广安
片区）2019年度合作
计划》，将实施规划、
交通、产业、公共服
务、生态环保和推进
机制 6 大类 37 个合
作事项，签订了《渝
邻快速通道建设项
目合作协议》等 7 个
协议。

今年，广渝合作
好戏不断。广安作
为四川唯一的川渝
合作示范区，正加速
建设川渝合作示范
城市，全面推进广安
与重庆协同发展，主
动融入重庆，努力把
广安建成重庆主城
空间拓展区、重大产
业配套区、农副产品
供 应 区 、休 闲 度 假

“后花园”，成为川渝
合作发展先导区。

广安思源广场

做实“产业互补互融”文章
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这些就是我们的产品，都是为重庆
长安、长安福特、东风小康等重庆汽车企业
配套的汽车零部件。”5月11日，在四川迅
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展示大厅里，该公
司生产部经理文武斌介绍着公司生产的
内饰注塑件、塑料紧固件、磁性紧固件。

四川迅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位于邻
水县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区（以下简称“高
滩园区”），是一家以生产储物盒、杯托、空
调出风口等汽车内饰件的企业。从重庆
迁驻高滩园区以来，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两年多的时
间里，年产值实现了8000多万元到1.5亿
元的增长。

“重庆有很广阔的市场，是我们重要
的合作伙伴，虽然我们现在地处邻水，但是
高滩园区距离重庆较近，完全和在重庆是
一样的。”文武斌说。

文武斌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毗邻
重庆的高滩园区距离重庆两江新区仅15
公里，处于重庆“半小时经济圈”。良好的
区位优势，使高滩园区建立至今，仅仅6年
时间，就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从零到85亿
元的跨越，越来越多的重庆企业选择落户
高滩园区，或者与园区企业达成合作。

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还只是邻水县
建设川渝合作先行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做实产业互补互融文章，
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邻水县坚持“以
工强县”。针对重庆大力发展汽车、电子、
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需要大量的配套
企业这一实际，该县按照全省“5+1”产业
体系，深入研究重庆工业跃升行动，确立

“231”工业产业体系，实施产业集聚、双核
驱动、招商生命、创新提质、环境头号“五大
工程”，依托该县城南机电园、高滩川渝合
作示范园区两大平台，利用“渝广共建产业
园”“渝北空港园区配套产业园”两块招牌，
积极承接重庆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
产业企业，着力打造千亿规模的装备制造
产业地标，努力在产业上与重庆形成互为
配套、协作分工格局，实现两地产业经济互
补发展。

不仅是工业，还有农业、服务业。坚
持“以农富民”，瞄准重庆千万人口大市场，
邻水大力发展“四主六特”产业，高标准建
设了“川渝合作（邻水）绿色农业产业园”，
建设重庆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坚持“以

商兴业”，充分挖掘“三山两槽”优势旅游资
源，高标准建设了华蓥山东麓文化旅游发
展带、铜锣山乡村旅游发展带、明月山康养
休闲旅游发展带，建设重庆康养休闲旅游
度假基地。

目前，邻水 70%的企业来自重庆、
80%的产品配套重庆，80%的农产品供应
重庆，65%的游客来自重庆。

做实“基础互联互通”文章
加快建设川东渝北交通枢纽

4月，在重庆和四川两地运管部门的支
持下，重庆渝北茨竹镇与邻水高滩镇开通了
跨省农村客运班线，让两地居民实现一车直
达。据悉，这也是川渝间开通的首条跨省农
村客运班车。

5月13日上午，距重庆一桥之隔的高
滩川渝合作示范园开往重庆举人坝轻轨
站的直通车开通运行，标志着邻水在接轨
重庆、融入重庆上又迈进一大步，川渝合作
先行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致富、先修路，大发展必须先有大
交通。邻水上下一致认为，要融入大重庆，
谋求大发展，做实“基础互联互通”文章，加
快建设川东渝北交通枢纽是关键。这既
是拉动投资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最直接的
手段，也是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区域竞争力
最重要的举措，更对当前与长远发展起着

关键性作用。
事实上，邻水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5月14日，在省道202线邻水县御临

镇杨家岩村施工现场，多台机械正在进行
路基施工。省道202线，起于邻水县护邻
乡，经兴仁镇、长滩乡、御临镇，接重庆省
道101线，是邻水连接重庆的又一主要干
道。

从路网布局看，该项目的规划建设将填
补“三山两槽”东槽纵向干线公路的空白，是
川东地区南下重庆的重要通道，并将通过连
接重庆省道S202、S301辐射至重庆。

除了省道202线，邻水目前正在建设
的四纵七横交通干线中，4条纵向主干道
都与重庆相连。

做实基础互联互通文章，加快建设川
东渝北交通枢纽。近年来，邻水县为实现
与重庆交通网络一体化建设，坚持以交通
扶贫为统揽，以交通大会战为抓手，按照省
委“冲破阻滞四川‘四向拓展’的‘动脉血
栓’”要求，围绕城市交通体系无缝对接重
庆，积极争取城宣大邻高速路和广涪柳、广
忠黔铁路项目，加快打通长（寿）邻（水）渝
（北）快速通道这个“动脉血栓”，将邻水至
重庆两江新区缩短30分钟行程，连通与重
庆长江港口的通道，构建起铁路公路水运
联运格局。充分利用重庆港口、机场、保税
区、自贸区等渠道平台，放大其延伸扩散效
应，推动“邻水造”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做实“生态共建共治”文章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5月12日，走进邻水县丰禾镇污水处
理厂，几个大型处理池整齐地排列着，池内
咖啡色的污水泛着气泡，经过格栅机过滤
后，向下一个连接口流去；经过一道道工
序，污水变得清亮起来，汩汩流向出水口。

“目前，污水处理厂每年可处理生活
污水182.5万立方米。”污水处理厂相关负
责人说，自污水处理厂运行以来，不仅结束
了丰禾镇生活污水“裸排”的历史，为场镇
4万多人的健康提供了保障，改善了居民
的生活环境，还对改善大洪河流域水环境，

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话并不夸张。作为长江上游重要

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区，邻水的生态环境质
量直接影响其下游城市的绿色发展。

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

“深入推进区域生态建设一体化，做
实生态共建共治文章。”邻水县委书记赵璞
一语中的。

近年来，邻水县对标四川省委“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要求，坚决打好打赢

“八大战役”，实施“五大行动”，与毗邻的重
庆渝北区、长寿区、垫江县3个区县，建立
跨区域河流断面联合监测，加强流域污染
源排放监管，推进林业有害生物和森林防
火联防联治，协同实施工业源、移动源、生
活源、农业源综合治理，共建区域大气污染
预警预报系统，推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

在齐头并进的勇气和决心下，渝邻两
地的生态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

邻水与渝北区环保局共建的御临河
水质自动监测站通过国家验收，成功移交
省环境监测站管理；

《大洪湖（四川）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实
施项目》通过中省市评审，与重庆市的方案
一起进入国家环保项目库，总投资达12.1
亿元；

截至目前，邻水实施生态项目89个，大
洪河、御临河断面水质稳定达到III类标准；

……
坚决守护邻水绿水青山，携手筑牢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如今的邻水，绿色发展
格局逐渐形成，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尹存林 姜慧 周文平
图片由邻水县委宣传部提供

邻水 做深做实协作文章 交出跨越发展新答卷

“邻水产”上市
农产品 80%以上销
往重庆，全县工业
企 业 70% 来 自 重
庆、80%的产品配
套重庆，65%的游
客来自重庆……

四川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明确，
广安要建设川渝合
作示范城市、嘉陵
江流域国家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

川渝合作看广
安，广安境内看邻
水。

近年来，邻水
县按照“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立体全
面开放新态势，主
动融入川渝合作总
体规划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积极
借力重庆、对接重
庆，做深做实川渝
合作文章，推进了
邻水产业、交通、生
态等高质量发展。

高滩工业园区

黄桷树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