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光环购物公园 蓝天 摄

果园港 陈力行 摄

两江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提供高品质生活供
给、筑牢高品质生活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两江新区医疗卫生机构达382家，较5年
前实现了翻倍跨越式增长，医疗供给数量和质
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6月26日，作为新区

“两高两区”十大工程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重点民生实事之一，两江新区第一人
民医院扩建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投资18.5
亿元，将打造“两院三中心”，为群众提供高品
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养老中心建成
投用，引入泰康之家“渝园”、宏善康享苑……
在养老领域，一座座新区自建或新近引入的养
老机构加快建设，为老年人创造了乐享晚年的
美好生活空间。

两江新区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已建成43
所中小学、129所幼儿园，中小学课后服务全市
率先全国推广；智慧教育在全市率先实现全覆
盖；首批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区并向全
国推广经验……特别是在全区43所中小学中
全面推行免费课后服务，让学生在放学之后根
据自己兴趣，继续拓展学习。“三点半课堂”为

家长减负、更让学生受益。
两江新区还着力建设“百园之城”，把公园

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建设发展，把城市融入自
然、把自然引入城市，努力绘就“产城景一体、
业游居相融”的新画卷。截至今年6月，累计
完成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67个、面积达360万
平方米，新建成公园2个、累计达121个。

今年4月，光环购物公园正式投入运营，
这座自然生态与城市功能完美融合的“城市自
然共同体”，吸引了众多居民前往打卡；在寸滩
国际新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让市民
足不出户“购遍全球”；礼嘉智慧天街、宜家—奥
特莱斯、金州等商圈已经形成规模效应，消费
品质化、智能化、多元化、服务化升级趋势不断
加快。

站在新起点、迈上新征程，两江新区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和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
展，牢记殷殷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响应伟大号
召，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引
领、高品质生活示范作用，努力以新担当新作
为新业绩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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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庆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
增长极，两江新区坚持把制造业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经济
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提
升。

体量大、增速快，两江新区规上工业总
产值达2008.3亿元、增长41.1%，占全市的
1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1.7%，比全
市高12.7个百分点；工业投资186.7亿元、
增长59.5%，占全市的11.4%。

质量高、效益好，规上工业利润增长6.1
倍，工业增加值率提升2.5个百分点，工业
企业税收增长27.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
值增长25.3%、占工业产值比重超1/3，高
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长46.5%；科技服务业和
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6.9%和
27.7%。

项目优、动力足，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
总额918亿元、增长38.6%，总量占全市的
1/10，新引进投资十亿元及以上项目 23
个。其中，百亿级项目2个，五十亿级项目
3个，复星、康宁等多个引领性强的项目相
继签约。

两江新区汽车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迈进，产业能级和产品竞争力

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实施整车及零部
件技改项目58个，汽车实现产值740亿元、
增长34%，产量43.5万辆、增长58.1%、占
全市近1/2，新能源汽车1.5万辆、产量增长
1.1倍。

当前，两江新区集聚了10家整车企业
以及200余家核心配套厂商，长安汽车新
产品序列UNI-T、UNI-K热销，赛力斯华
为智选SF5上市，长安福特密集推出林肯
冒险家、福特探险者、林肯飞行家等中高端
新车型……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
群已经形成。

除了汽车产业，两江新区另一千亿
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也发展迅
速，加快补链条、扩产量、拓市场，半年产
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增长48%。比如，引
入康宁玻璃基板前段熔炉项目，打造“石
英砂—显示面板—显示终端”完整产业
链；引入重光 GPU 项目，破解产业发展

“卡脖子”难题，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
光电子器件、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液晶
显示屏产量分别增长 4.4 倍、89.3%、3.1
倍、40.5%。

同时，高端装备、生物医药、航空航天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6月，两江新
区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

大力发展“卫星互联网+”新业态；三一重工
建设的西南地区首个“灯塔工厂”在两江新
区正式投产，一举成为新区最大的装备制
造企业……两江新区产业集群呈现百花齐
放、风劲帆满的良好势头，形成高质量发展
的多点支撑。

让数字经济为智能制造发展赋能成为
了两江新区制造业发展的关键一步，而工
业互联网则在数字经济发展“下半场”中发
挥着关键支撑作用。

两江新区拥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
家顶级节点，今年上半年新增2个二级节
点、达19个，企业节点超1000家，累计标识
注册量5.4亿个，标识解析量2.7亿次。两
江新区正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示范区。

目前，百度智能云、腾讯云、浪潮等众
多工业互联网平台纷纷抢滩登陆。两江
新区发起成立重庆两江工业互联网产业
联盟，聚集工业互联网产品及应用企事业
单位 200 家，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上半年数字经济
增加值达260余亿元、占全市1/3，建成数
字化车间 46 个、智能工厂 19 个，总数居全
市第一。

两江新区将科技创新作为“一号工程”摆在核心位
置，专门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深
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打造产业创新高地行动计划》和《关于高标准打造两
江协同创新区2021年重点任务》“1+2”文件，绘就蓝
图、做好布局、全力推进，一步步把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承载区的“规划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沃土的培育，两江协同创
新区、礼嘉悦来智慧园、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三大科创
平台加快建设，为每一位敢想敢为的科学家、创新创造
的企业家、善作善成的投资人、追梦圆梦的创业者创造
良好的环境。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已经集聚35家国内外一流大
学大院大所，80余个科研团队、1000余名高端科研人
员，新增孵化企业19家。一座“产业、人才、生活、生
态”协同融合的创新之城拔地而起，成为重庆智慧之城
的重要板块、“一城多园”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重庆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平台。在这
里，落户仅半年的重庆摩方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就斩获
了2021全球光电科技领域大奖，前不久，摩方精密又
完成数千万元B轮融资；国内首艘L4级别无人驾驶游
船在这里首航；全国首台残余应力全自动检测设备在
这里亮相……

在礼嘉悦来智慧园，以礼嘉智慧公园和悦来国际
会展城为核心，强化区域联动，完善配套功能，丰富拓
展“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精心打造国际化、绿色化、

智能化、人文化的美丽智慧湾区。礼嘉智慧公园加快
打造“永不落幕的智博会”，让市民感受未来城市的智
慧生活。悦来国际会展城加快“智慧+”“会展+”，井盖
发生故障，信息第一时间报警反馈，暴雨天气道路积水
可以监测并提前预警……城市管理更聪明，人民生活
更智慧。

在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百度、腾讯、阿里、华为等
众多企业扎根落户，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新增注册
数字经济企业550家、增长30%。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两江新区正高标准
建设“人才特区”，依托明月科创实验班、明月湖国际智
能产业科创基地、明月湖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载体，以
及智汇两江、明月湖创新论坛等平台，通过发放“两江
英才卡”、优化“两江英才荟”、落实人才“快办”行动等，
不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
生态。

两江新区着眼抓好产业创新，充分发挥产业基础
雄厚、创新资源富集等优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科创+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建立校企之间常态化沟通机
制，着力解决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现象，促进科技供给
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红宇精工、铁马工业、长安汽车
等多家企业与入驻高校科研院所达成产学研合作，合
同科研立项100余项，完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36项。

近年来，凭借国家级新区、重庆自贸试验
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开放战略平台叠加优
势，两江新区正不断书写内陆扩大开放的崭新
篇章。

在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一艘艘货轮排队
停靠，场桥“拎起”集装箱忙碌不已，集卡车来
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上半年，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完成货
物吞吐量1054万吨，同比增长56%，创历史新
高。中欧班列到发151班次，陆海新通道班列
发送120班。

畅达的通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能级开
放平台落地。16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两
江，上合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以及中瑞、
中德、中以等多个国际合作平台落户。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核心承载地，两
江新区与新加坡在金融、物流、信息、航空等领

域开展了全面合作。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签
约项目37个，签约金额107.5亿美元，约占全
市50%。中新金融科技示范区、中新国际超算
中心、万国数据中心等平台和设施正加速建
设。

作为两江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两路
寸滩综合保税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上半年
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约 95%，占全市比重
70%以上。“一带一路”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不断做大做强，进驻俄罗斯馆、新西兰馆等
国家馆共28个；“七一”前，沉浸式国际化智慧
街区——“丝路花街”建成投用，成为重庆新名
片、城市新坐标。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
上半年，两江新区实际利用外资13.5亿美元、
增长6%；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355亿元、增长
55%；新增市场主体1.2万户、增长42%。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 张坤琨 摄

两江水土新城 游祝 摄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
排，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坚持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紧
抓实抓好庆祝建党100周年和党史学习
教育重大政治任务，奋力推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两大”定位、
建设“两高两区”目标，经济发展呈现稳
中有进、进中向好、量质齐升的良好态
势。上半年两江新区全域 GDP 达
2000.2亿元、同比增长15%，占全市的
15.5%、提高0.7个百分点，高质量发展
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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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三一（（重庆重庆））““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投产投产

两江新区作为我国内陆首个国家级
开发开放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
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近
年来，两江新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国家赋予
的战略使命，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紧扣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
之城“两大”定位、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和高品质生活示范区“两高两区”目
标，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乘势而上开启
新征程。全域GDP在全国19个国家级
新区中位居前列，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
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加快打造内
陆开放门户。我们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加快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
重庆自贸试验区核心区建设，持续提升
果园港、两路寸滩综合保税区、悦来国际
会展城等开放平台能级，积极培育内陆
开放新优势。果园港获批成为西部唯一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实现水运口岸开
放。两路寸滩综保区在全国127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中综合排名第7位。悦来国
际会展城每年举办国际性重大会展活动
100 多场。世界 500 强企业占全市超过
1/2。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打造重庆
智慧之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智慧是两江的别样风景。我们把科
技创新作为“一号工程”，坚定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高标准高质量打造两江
协同创新区、礼嘉悦来智慧园、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三大科创平台，突出产业创
新、协同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集聚科技
型企业2752家、高新技术企业506家、市
级及以上科研平台达到 342 个，今年又
集中签约30余个科技创新重点项目、投
资额达925亿元。两江协同创新区从无
到有，集聚大学大院大所逐年攀升，达到
35 家；礼嘉智慧公园一炮打响，成为国
内外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的经典案例；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增
强，集聚数字经济企业达 5600 家，智慧
之城已成为新区新名片。

以高端产业为支撑，加快建设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产业是两江新区的
优势和基础，是立区之本。我们坚定
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重大产业平台
旗舰作用，加快做大做强汽车、电子两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发展金融、物流、
服务贸易、商贸文旅、会展等服务业，

“四梁八柱”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含
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提升。百亿
级龙头企业达 10 家，规上工业企业达
327 家，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均达到 50%以
上。汽车产业进军高端化智能化，长
安 AB 品牌、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等延

链强链项目成功落户，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分别占全市 55%、
60%以上，获批成为全国第四个、西部地区首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
区。京东方跨入全球高端显示屏第一方阵，翊宝成为苹果在全球最
大的可穿戴产品生产基地。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我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城市经
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打造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现代城市样板。寸滩片区、金山片区、礼嘉悦来片区、龙盛片区
等重点城市组团加快建设。学前教育公办率提升到 52%、普惠率达
84.6%，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社区文化室建成率
达到10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超330天。建成区绿地率32%、绿化覆盖
率42%，公园数量和密度处于西部前列，“百园之城”魅力彰显。统筹发
展和安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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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彰显高质量发展引领
高品质生活示范作用

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狠抓科技创新“一号工程”
着力打造重庆智慧之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力打造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