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2020年4月 17日 星期五
编辑 邱碧湘 美编 丁龙

[ ][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穗通科技公司是农业机械领域的“小巨人”，
产品畅销国内外。

本版稿件由记者付爱农、杨永芹、仇峥采写

川渝合作 共奏一首“协奏曲”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
下快进键。位于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的川渝合作高滩园区，与重
庆两江新区仅一山一桥之隔，被称为双城经济圈建设“样本”。两
地互联互通、互促互进的发展故事，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经典

案例。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

济带的联结点上。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新征程上，重庆与兄弟省
区市携手共进，奋力开创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让人们减少折腾的，首先是川渝首
条跨省农村客运直达班车。

渝北区茨竹镇与邻水县高滩镇之
间，相距仅13公里。但由于行政区划不
同，过去两地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班
车。在抵达川渝交界的方家沟桥后，客
车就各自折返，乘客下车、等车、换乘，到
对面镇上，要1个多小时。这给两地居
民“到对面”带来诸多不便。

去年3月，重庆交运集团与邻水银
烽运输公司联合开通了茨竹镇至高滩镇
的跨省农村客运直达班车，车程缩短至
半个多小时，惠及沿线7万余人。

同年5月，相距38公里的高滩园区

与渝北空港工业园举人坝轻轨站之间开
行了直通车，车程由以前的2小时以上
缩短至50分钟左右。

如今，大家又有了一个新期待：川渝
两地正协同共建一条渝邻快速通道（又
称“南北大道”）。

3月24日，渝邻快速通道二期工程
起点处，一批筑路工人和施工机械在春
天的阳光下忙碌。远处，高架桥已立起
几座桥墩。

渝邻快速通道建设分三期：一期工程
从渝北空港工业园通往兴隆镇，已完工通
车；二期工程从兴隆镇通往与高滩园区
接壤的茨竹镇，今年国庆有望通车；三期

工程从茨竹镇通往高滩园区，川渝两地
协同推进，有望于2022年同步建成。

届时，两江新区与高滩园区之间的
车程仅半小时。

“渝邻快速通道不仅连通两个开发
区，能增强重庆主城产业集群的辐射能
力，也是广安南下重庆、重庆北上辐射川
陕的重要通道，被称为推动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推进川渝合作的一项关键工程、
标志工程。”渝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说。

“渝邻快速通道对大型物流的好处
特别明显。”邻水县交运局总工程师贾春
林说。

两地之间，山峦横亘。车子跑这段
210国道，要爬盘山公路。坡陡、路长不
说，最大的问题是弯多且急，物流车辆又
宽又长、载重又大，根本跑不起来，有的
弯转起来不仅困难，还很危险。

而新建的渝邻快速通道按一级公路
设计建设，双向6车道，物流车辆跑起来
就轻松多了。

“我们大部分产品，不管是送往长安
等重庆大企业，还是通过寸滩、果园港、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或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出
去，都要经过两江新区”，川渝合作高滩园
区管委会主任张永亮说，“一旦破除了物
流‘瓶颈’，我们就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两地交通两年“三变”交通互联

“我们在重庆的公司叫‘腾通’，在四
川的公司叫‘瑞创’。同事有60%以上
来自重庆。”四川瑞创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安方萍说。

在该公司对外开放的展厅里，一款
概念车挑战了在场所有人的想象力：车
内像个休憩间，没有方向盘，全智能操
控；智能感知乘客情绪，从而自动调节车
内氛围；车门打开方式最神奇，车门、引
擎盖、前脸等整体前移……

还有一款加长礼宾车，一款威风凛

凛的防弹 SUV，一款轮胎可 360度旋
转、可以像螃蟹一样“横行”停车的新能
源车……

“这些车都是为长安设计的。重庆
车企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也成就我们成
为西南地区最好的汽车设计研发机构之
一。”安方萍说。

像这样在川渝各有名字，在品牌、管
理、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又互联互通的企
业，高滩园区里比比皆是。

园区一排新厂房的大门口，并排挂

着两块牌子：一块是“重庆优帮科技有限
公司邻水分公司”，一块是“四川穗通科
技有限公司”。

“我们在重庆的公司叫‘优帮’，在四
川的公司叫‘穗通’。从巴南到高滩，是
为了扩产。”穗通科技总经理赵蓟瑜说，

“订单做不赢啊！尽管受到疫情影响，4
月份的订单量仍将创下新高。”

这家企业是农业机械领域里的
“小巨人”，可年产10万套微耕机，其
产品销往川渝黔等多山地区，并出口

越南、印度、中东及白俄罗斯等地。
重庆海关工作人员介绍，穗通科技

的农业机械出口，经常走重庆寸滩港口
岸。重庆海关通过建立协调员制、优化
征税模式、7×24小时预约通关等多种
手段，确保其出口货物及时通关。

“新厂房将很快释放出新产能，预计
今年公司产值将比去年增长30%”，赵
蓟瑜说，“我们都是西部大开发的受益
者，如今更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加持’，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双城记”

有人说，高滩园区这个距重庆主城
最近的四川省级经开区，产业布局是为
重庆产业“定制”的——

80%的企业由重庆老板投资兴建，
80%的产品为重庆企业配套；90%的企
业“锚住”汽车这一重庆支柱产业，高滩
园区生产1000余种汽车零部件，可为重
庆汽车产业链提供较完整的配套供应
链；它距两江新区木耳国际物流分拨中
心15公里、江北国际机场38公里、两路
寸滩保税港区55公里……

“广渝合作看邻水，邻渝合作看高

滩。渝邻快速通道全线贯通后，高滩
园区融入‘重庆半小时经济圈’，水到
渠成。”邻水县区域合作办主任李川
说。

“园区专门设了个‘驻渝办’，每天的
工作就是收集、研究重庆的政策动向、产
业布局和企业动态。”张永亮认为，研究
得透，双方的步调才会一致协调。举几
个例子——

从2月3日起，高滩园区几十家企
业就在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前提下开始
分批有序复工了，“因为长安等一批重

庆大企业从2月中旬起陆续有序复工
复产，我们作为配套商，要打提前量。
如果供应链没跟上，就会拖它们的后
腿。”

疫情期间，重庆海康威视科技公
司承担了支援湖北防控物资生产任
务。重庆市经信委去函与四川省经信
厅协调，海康威视的配套商——四川
劲德兴汽车配件公司获准提前复工，
2-3月提供了430多万件配套零部件
产品；

重庆中小企业高滩产业园是高滩园

区内重庆率先启动建设的“园中园”，由
重庆中小企业服务协会牵头、高滩园区
进行配套设施建设，现已有9家重庆企
业入驻；

两江新区配套园、保税港区加工园、
渝广科技示范园、川渝共建装备制造园
等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在汽车、数字经济等领域，我们正
与广安等周边地市加强产业链分工协
作，共同提高双城经济圈支柱产业集群
的综合竞争力。”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副
局长向悦文说。

高滩园区有个高滩园区有个““驻渝办驻渝办””产业融合

“原先到对面镇上赶场，13公里，
要走 1个多小时。不是走路哟，是坐
车。”

“到对面园区上班，三四十公里，坐

车起码两个多小时。不像城头哟，我们
这里并不堵车。”

说起以往那些折腾，不管是在重庆
市渝北区茨竹镇、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高滩镇生活的居民，还是在两江新区、高
滩园区上班的员工，都有一肚子苦水要
倒。

但如今，“到对面”赶场、上班的人

们，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期待：
在川渝两地共同努力下，两地之间
的交通正越来越方便，折腾越来越
少。

▲渝邻快速通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罗斌 摄

2019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周年。20年来，
西部各省区市合作蹄疾步稳，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拓展——

2018年6月，川渝签署29个重大合作事项，目前全部
落实；2019年7月，两省市签署“2+16”合作协议；2020年
3月17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党政联席会
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布置了一揽子工作方案和具体任务，3
月23日重庆召开动员大会；4月15日，中共重庆市委五届
八次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立足“四个
优势” 发挥“三个作用”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决定》……川渝合作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渝黔共同推进出省、出境、出海通道建设，加快推动基
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协调推进长江、乌江等流域环境保
护与生态修复，共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重庆、贵州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载体，深化大数据智能化合作。

截至2月29日，重庆经广西到东南亚的西部陆海新
通道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开行2330车次；截至3月22日，
国际铁海联运班列（重庆-广西北部湾）累计开行1724
列……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渝桂合作不断加
快加深。

这两年，重庆与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陆续签署了一
揽子协议，在工业、能源、农业、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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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织密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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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川
▶已建成高速公路11条 分别是渝泸（泸州）、成渝、渝蓉、
渝遂（遂宁）、渝武（武胜）、渝邻（邻水）、垫（垫江）忠（忠县）、
梁（梁平）忠（忠县）、开（开州）开（开江）、渝广（广安）、潼（南）
荣（昌）高速。
▶在建高速公路4条 分别是渝广（广安）支线、合川至安岳高
速、大足至内江、永川-泸州高速。铜梁至安岳、渝泸北线、重
庆至赤水、大竹至垫江等省际高速公路正开展前期工作。
▶铁路已建成4条通道 分别是成渝高铁、渝遂铁路、兰渝铁
路、老成渝铁路。今年开工改造既有成渝高铁，还有力争开工
规划的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

重庆-陕西
▶高速公路 目前，重庆至陕西尚无直达高速公路，在建通
往陕西的高速公路有2条：城口到开州、巫溪到陕西镇坪。
▶铁路 重庆到陕西尚无直达铁路，需借道四川。目前，渝
西（西安）高铁等干线铁路正开展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

重庆-湖北
▶高速公路 重庆连接湖北的高速公路已建成4条：G50沪渝
高速、G42沪蓉高速、万利高速、黔恩高速。在建的1条为重庆奉
节至湖北建始高速公路。
▶铁路 已建成渝利（利川）铁路、渝襄（襄阳）铁路。在建的
郑万高铁途经湖北。规划建设渝武(武汉)高铁。

重庆-湖南
▶高速公路 已建成G65包茂高速渝湘段。规划建设酉阳
至永顺高速。
▶铁路 已建成渝怀铁路、黔张常铁路。渝怀铁路二线和渝
湘高铁在建。

重庆-贵州
▶高速公路 重庆通往贵州已建成5条高速公路：渝黔、秀山
到贵州松桃、酉阳到贵州沿河、南川到道真、江津至贵州习
水。在建两条高速公路，即渝黔高速扩能项目和武隆到道真
重庆段高速公路。
▶铁路 渝贵铁路和川黔铁路已建成。规划的渝贵高铁正开
展前期工作。

协
同
共
进

▲瑞创科技为长安设计的新车，可以像螃蟹一
样横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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