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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重庆自
贸试验区建设三周年又有新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自贸试
验区人民法院与四川自贸试验区人
民法院，日前，通过远程云平台，签
署了《川渝自贸试验区司法合作共
建协议》。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服务成渝
两地发展大局、助推法治规则制度
创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
司法执行协作机制、推进司法裁判
尺度统一、密切司法学术交流合
作、构建司法服务联动机制、建立

司法联席会议机制、共享智慧法院
建设成果、建立法治人才互派交流
机制等十个方面。

具体而言，川渝两地自贸试验
区法院将以川渝两地自贸试验区司
法实践为基础，加强对涉及自贸试
验区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保护、金融
创新等重点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
提出对策建议，重点探索国际货物
多式联运、跨国铁路单证等国际物
流规则，推动完善自贸试验区法治
规则体系，努力为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川渝自贸试验区开启司法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
市国资委已建立国有企业川渝合作
招商引资项目库。截至目前，重庆
市属国企、中央和外地在渝大型企
业、各区县（自治县）国资监管机构
与四川方面正在推进或拟开展的合
作项目 149 个，计划投资总额约
1871亿元。

接下来，川渝两地国资系统将
围绕互联互通、功能性城镇群建设、
产业链发展、对外开放、科技攻关、国
企改革等领域，积极谋划一批项目，
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两地国企共同
参与，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

共赢。
两地国资系统合作项目中，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54个，投资
总额约 954 亿元；股权投资项目
15个，投资总额约204亿元；业务
合作项目 80个，投资总额约 713
亿元。

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轨道交通、能源化工、大数
据信息技术、金融等8个产业领域，
包括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渝西水资
源配置工程、中国网安数字空间网
络安全基础设施、成渝铁路公交化
改造工程、重庆硅基纳米气凝胶复
合材料等重大项目。

重庆建立国企川渝合作招商引资项目库

□新华社记者 李勇 赵宇飞

沐浴着明媚的春光，行走在重庆荣
昌区，随处可见塔吊林立的开发现场。
素有“渝西门户”之称的荣昌，已从重庆、
成都中间地带的“产业塌陷区”变身为投
资热土，成为重庆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也见证着成渝从“背向发展”到“相向发
展”的沧桑巨变。

从区位劣势到区位优势

地处成渝中间地带的独特区位，一
度让荣昌尴尬和无奈。长期以来，重庆、
成都“背向发展”，荣昌因远离两大城市
辐射带动范围，沦为“产业塌陷区”。

“当年招商引资十分困难，园区‘白
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荣昌区常务副
区长常晓勇说，不少企业因荣昌“不东不
西”的地理位置拒绝落户。

201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荣昌同年提出
“打造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的发展
定位，并一手拆“围墙”，一手建“支点”。

拆“围墙”，即破除行政壁垒，深化川
渝合作。几年来，荣昌与内江、泸州等地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川渝毗邻地区建
立成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联盟、举办
渝西川东区市发展论坛……合作领域涵
盖基础设施、产业协同等。

建“支点”，即建设国家高新区、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和争取建设国家货运机
场三件大事。

“成渝发展格局的变化，将荣昌‘不
东不西’的区位劣势扭转为‘左右逢源’
的区位优势，让我们能从区域发展战略
高度找定位、求发展。”荣昌区委书记曹
清尧说。

从“塌陷”到崛起

走进唯美陶瓷荣昌生产基地，自动
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搬运车往来穿
梭，将高档瓷砖搬运到指定位置，再装上

货车运往各地。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希望能兼

顾成渝两大市场，因此2017年4月落户
中间地带的荣昌。”厂长助理王志军说。

4年来，成渝一体化步伐持续加快，
助推荣昌从“产业塌陷区”崛起为投资热
土。2016年荣昌签约投资项目270个，
合同金额310亿元；2019年签约投资项
目345个，合同金额1269亿元。

如今，荣昌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6年的37家增至78家，并跻身全国
高端陶瓷主产区行列，荣昌国家生猪市
场已实现“买全国、卖全国”，夏布服装生
产出口基地已初步形成……

三件大事陆续成为现实。2018年2
月，荣昌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2019
年，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落户荣昌区；国
家货运机场已通过专家预评审。

数据显示，2016年荣昌经济总量仅
368.12 亿元，2019 年经济总量已达
652.54亿元，增幅达77.3%。

迈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增长极

在荣昌高新区，重庆西部电子电路
产业园建设工地上，数十台大型机械正
在不间断作业，一排排厂房已初具雏形。

“这是四川绿然集团投资150亿元
的重点项目，投产后将满足成渝地区一
半的集成电路需求，年产值超过100亿
元。”常晓勇说，这将补上成渝电子信息
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今年初，荣昌又确定了新目标——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围绕成渝支柱产业“补链成群”，是
荣昌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之一。未来，

荣昌将重点打造高端陶瓷、新型材料、
电子电路板、生物医药、生猪大数据

“五个双百亿”产业和装备制造、特色
农业、文化体育、食品、服装“五个百
亿”产业。

同时，荣昌也在努力补齐自身短
板。4月初，国家生猪产业创新中心、智
慧城市综合运营服务中心等 9个新基
建项目在荣昌集中开工，涵盖智慧园
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方面，荣昌的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能力将得以
提升。

开放通道方面，荣昌正在加快推进
国家货运机场建设，将与比利时列日机
场合作建设中欧空中大通道，聚合泸州
长江港口、内江铁路优势，形成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国际物流枢纽。

（新华社重庆4月26日电）

从“不东不西”到“左右逢源”
——“渝西门户”荣昌变身记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黄柏添）4月 26日，重庆市江
津区政府和四川省雅安市政府签
署缔结友好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紧紧围绕融入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商贸物流、文
化旅游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领
域合作，加快促进区域经济深度
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发展
新格局。

按照计划，江津区和雅安市将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
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通
过建立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充

分发掘和利用双方区位、资源、政
策、产业等优势，重点在商贸物流、
文化旅游、产业和重点园区、人才交
流等领域，推动两地多层次、宽领
域、全方位合作，促进两地经济社会
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江津区负责人表示，将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贯彻“一体化”理
念，与雅安市共同建立起长期、稳
定、全面的合作关系，积极发挥两地
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开放优势，
让双方友好城市之树硕果累累，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
力量。

江津区与雅安市缔结友好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共享平台
上线、推进互认互贷……川渝两地住房
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按下“加速键”。4月
27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
一体化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暨两地信息
共享平台上线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随
着这个共享平台上线，两地住房公积金
缴存、提取、贷款信息实现互查，更加方
便职工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信息，为下
一步实现两地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良好
基础。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经
过双方努力，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初步取得两项成
果：一是率先实现住房公积金信息共享，
通过缴存、提取、贷款信息异地互查，在
两地初步建立异地转移和互认互贷机制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提升办理
效率，实现异地贷款职工缴存证明无纸
化，异地转移逐步由“人审”转为“机审”，
大幅压缩办理时间，“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二是两地高级人民法院在
住房公积金领域执法司法方面达成共
识，进一步规范跨区域司法执行工作，支
持住房公积金非诉执行，维护职工权益。

此次会议上，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

党组书记、主任乔明佳，四川省住建厅党
组书记、厅长张正红签署了《深化川渝合
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
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两地高级人
民法院共同签署了《深化川渝合作推动
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领
域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合作备忘录》。双
方在七个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一是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和情况通
报机制；二是建立两地信息共享机制，探
索建立两地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
款、服务渠道等共享协查机制；三是深入
推进两地互认互贷，推动两地住房公积
金转移接续和缴存信息互认，探索推进
申请异地贷款的职工与所在地贷款职工
享有同等权益；四是联动治理违规提取
使用住房公积金，建立治理违规提取使
用住房公积金核查联动机制，研究防范
治理措施，形成治理合力；五是协同开展
涉及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司法扣划工作，

研究总结跨区域住房公积金司法扣划协
同工作，确保两地涉住房公积金司法扣划
工作有序、合规开展；六是探索开展两地资
金融通使用，最大限度发挥住房公积金政
策性金融功能；七是研究跨区域住房公积
金政策的差异性和协同性，深入研究住房
公积金政策制定、执行在跨地区实践中的
差异性、趋同性、社会认同度，助力住房公
积金制度改革和事业发展。

4月27日，川渝两地住建部门还在
成都召开了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座谈会，
共商川渝住房城乡建设一体化全方位合
作事宜。

据悉，为加强川渝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交流合作，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一体化
建设，共同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川渝
住建部门已于去年12月签订了《深化建
筑业协调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建立
高效务实合作机制、推动建筑市场一体

化建设、推广新型建造方式、培育龙头骨
干企业、推进标准化联盟建设等方面深
化合作，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张正红建议，川渝两地需共同抓住
共建双城经济圈机遇，共同培育产业，积
极争取将建筑产业园区纳入成渝双城经
济圈重大产业布局，探索合力建设川渝
建筑产业园区；共同支持市场主体，支持
一批龙头企业抱团发展；共同拓展市场，
搭好平台、共同行动，积极开展推介会，
一致对外拓展市场。

乔明佳表示，双方将不断强化住房和
城乡建设领域的规划、政策、标准、资质、市
场、监管和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力争近期在
房地产市场、公租房保障、住房公积金、建
筑业市场、建筑业现代化、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城镇排水和污水污泥处置、毗邻区域城
乡融合、行业信息共享，以及企业合作和人
才交流等方面形成合作成果，助推“双城经
济圈”的建设发展。

川渝住房公积金信息共享平台上线
两地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信息实现互查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4月 27
日，重庆市教委与四川省教育厅在渝签
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
同发展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推
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快构建教育协
同发展合作机制，组建学前教育、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领域教
育联盟，推行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
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
同发展。

深化合作
促进两地教育协同发展、

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

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共同编制实施
《成渝地区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紧
紧围绕国家有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
展战略规划，参与共建西部科学城和长
江教育创新带，布局共建一批重大改革
试验示范项目，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
力的教育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改革创新
试验区、协同发展示范区、产教融合先
行区。

川渝两地将围绕推进体制创新、强

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两个重点，建立“省
级”和“区市县级”对应的教育部门交流
沟通与合作机制，把搭建平台作为突破
口，加快探索建立全方位、深层次、立体
化的全面合作新机制。

基础教育
开放共享，优质中小学开展

跨省域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促进成渝地区基
础教育深度融合，推动优质中小学（幼
儿园）开展跨省域合作。深入推进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挂职交流，互
学互鉴共同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县
管校聘”管理、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等重大
改革。

推进两地师范院校建设教师培养培
训基地。推动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合理配
置和共建共享，统筹解决好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就学问题；优质智慧课堂、数字教
育资源面向两地教师学生全面开放。组
建川渝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联盟，
一体化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和实践
教育。

职业教育
融合发展，建立跨省职教集团

在职业教育方面，将推动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验
区。围绕两地优势产业布局，积极引进
一批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重点共建
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产教融
合型区县和企业，共同建设一批职业教
育集团和特色职业教育园区。

统筹成渝两地职业院校建立跨省职
教集团（产教联盟），共建优势专业、实习
实训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推进学分互
认、实施更加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等方面
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培
养。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打造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行业、企业。

高等教育
协同创新，高校教师互派、

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支持两地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联
建、教师互派、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科

学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深度合作。共同
争取更多国家“双一流”学科，推动两地

“双一流”高校与省市政府之间的战略
合作，鼓励校校结对共建“双一流”学
科。

推动高校协同开展招才引智，构建
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环成渝高
校创新生态圈，支撑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积极争取国家在两地增投研究
生、本科生招生计划，两地高校互相增投
招生来源计划。

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
盟，建设若干开放共享的高校学生素质
教育基地、实习实践实训基地，提供大学
生就业创业一体化服务。支持境内外一
流高校在两地设立分支机构、重点实验
室、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等。

鼓励优质民办学校开展符合国家规
定的跨区域合作办学，联合开展民办教
育分类管理试点，协同打击违法违规办
学行为。

“签署川渝教育战略合作协议，将
促进两地区域间教育得到协同发展、融
合发展、一体化发展。”市教委副主任邓
睿说。

川渝签署协议推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中小学开展跨省域合作 高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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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永川区朱沱镇马道子村长江边，永川、泸州两地青年志愿者
在捡拾白色垃圾。当日，“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川渝两地“河小青”青年
志愿者共同保护长江行动举行。

活动现场，川渝两地“河小青”青年志愿者开展白色垃圾清理、污染防治
调查、生态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手牵手共同守护母亲河，当好生态文
明保护的宣传者和实践者，打造青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品牌，助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川渝两地“河小青”保护长江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
月 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联
获悉，为加强川渝两地文化交流，
重庆市文联已与四川省文联签订
文艺先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
来将通过重启川渝文化合作论坛
等，促进两地文艺工作者进一步
深入交流。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协
议签订后，重庆文联和四川省文联
将积极合作，开展各类文艺创作和
文艺活动，在学术研讨、体系构建、
作品打造、人才培养、成果展示等方
面，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我们将积极探索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协会会员资格互认等机制，
同时将启动成渝地区街舞表演邀请
赛、‘沿着总书记扶贫的足迹’川渝
美术家助力脱贫攻坚采风创作等
10余个活动。”市文联相关负责人
说。

川渝两地文联还将通力合
作，共同打造巴蜀文化品牌。“未
来，我们将与四川省文联一起，对
川剧、蜀锦、蜀绣、石刻、竹编、夏
布等非遗项目进行深度研究、梳
理，加强保护和开发，并重启川渝
文化合作论坛，共创巴蜀文化品
牌，促进巴蜀文化传播。”该负责
人表示。

川渝文联签署文艺先行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