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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主动融入当好支撑
在经济圈中部率先崛起
坚持
“一盘棋”
发挥在两个
“点”
上的作用
“坚持‘一盘棋’，在定位上主动
融入、当好支撑，着力建设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重庆主
城都市区战略支点。
”滕宏伟说。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永川的
位置在哪里？依托成渝高铁，向西
串联四川沿线市县、至东连接重庆
主城；依托渝昆高铁，向南可沟通四
川泸州、宜宾等地；依托朱沱港可以
直接融入长江经济带，用好永川国
滕宏伟
家高新区、永川海关朱沱港监管场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锦旗 摄
所的开放平台优势，具备辐射带动
渝西及川南、黔北部分区域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永川本来就是重要节点。”滕宏伟说，永川位于
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之间，处在成渝地区双城的主轴线上，发挥着承
东接西、左传右递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永川要发挥重庆主城都市区战略支点作用。
滕宏伟还有一组数据：
永川现拥有各类片区机构 63 个、科研机构和技术中心 24 个。
永川有全市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现有职业院校 16 所、常年在校学
生 14 万人，其中 90%为区外，45%来自贵州、四川等地；永川是重庆主城
都市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区域医疗中心，全区有 3 个甲级医院，其中重医附
属永川医院的住院病人有 40%以上来自周边区县。过去永川只有一个百
亿级企业，这几年又引进 4 个百亿级企业。
“永川发展一直处于第一梯队。”滕宏伟说，接下来，永川既向重庆主
城加快融入，承担好主城功能疏解，又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发挥好
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

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成重庆
“两会”上的热议
话题。在这个
“圈”的建设当中，
永川将扮演什么
角色？
1 月 11 日 下
午，市人大代表、
永川区委书记滕
宏伟用了三个关
键词：坚持“一盘
棋 ”，唱 好“ 双 城
记 ”，做 强“ 经 济
圈”。

2019 年 7 月，曾菁华跟随重庆
党政代表团到成都考察学习。两天
时间里，曾菁华到了天府新区、郫都
区战旗村，还从天府软件园赶到远洋
太古里，
“这次学习考察中，成都在城
市建设、乡村振兴、商贸发展、创新创
业等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成都
发展的探索实践为潼南提供了新样
板。”
曾菁华所说的新样板，是指成都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中的
“经验之谈”
。
曾菁华
回到潼南，曾菁华总结了四大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甘侠义 摄 “样板”——建设公园城市、提升商
贸 业 态、推 动 创 新 创 业、实 施 乡 村
振兴。
以建设公园城市为例，曾菁华说，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率先破题，走
出城市发展新路子。潼南具有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
“我们应立足花园城市、滨江城市、田园城市本底，走好产城景融合发
展之路，加快建设金福坝湿地公园、九龙山城市森林公园、音乐百花园公
园综合体等重点区域，
展现公园城市美丽风貌。
”

将建成渝轴线对外开放高地

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既要抓两头、又要带中间，在做大做
强重庆、成都两个“极核城市”的同时，还需要若干个“城市点”来支撑，以
点串线、以线带面，
推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这方面永川是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有责任的。”滕宏伟说，永川
将着力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发挥好区域性中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用滕宏伟的话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各方面工作必须走在全市前列，
经济发展也必须保持较快增长和高质量增长。
数据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全区 GDP 增长 10.2%，增速排名全市第
2；预计全年实现增长 10%左右，随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投产放量，永川
发展将持续呈现出
“指标向好、结构向优、动能向新”
的良好态势。
滕宏伟表示，永川确定今年全区 GDP 增长 9.5%左右的预期目标，届
时永川将正式进入重庆 GDP“千亿城市俱乐部”，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贡献永川力量。

建设成渝中部产业集聚高地

做强
“经济圈”在产城景三个方面当示范

永川港桥工业园区理文码头 永川区发改委供图

成都取经，找到四大
“样板”

地处川渝接合部的潼南，接受重庆、成都两座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叠
加”
，
理应在对外开放方面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在曾菁华看来，成都正积极建设“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重庆也在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潼南区位独特、交通便捷，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以大开放
胸襟和气度，全面落实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依托中欧班列（重
庆），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拉开潼南大开大合发展新格局。
”
潼南区提供的数据显示，借助中欧班列（重庆），潼南柠檬已销往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潼南是重庆向西开放重要通道，战略节点地位十分突出。
“我们将加快建设合潼安高速和渝遂高速扩能，启动建设兰渝高铁、
通用机场、双江航电枢纽，利用‘四高三铁一江一机场’的对外开放大通
道，打造川渝合作门户之城、成渝城市群枢纽之城、山水田园智慧之城，全
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曾菁华称。

唱好
“双城记”挺进重庆 GDP
“千亿城市俱乐部”

如何做强“经济圈”？滕宏伟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求突破、当示范，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率先崛起。
一是在“产”方面，着力打造成渝地区重要的大型现代产业基地。加
快培育主导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一城六园”：即以长城汽车为依托的
1000 亿级汽车产业生态城、以理文纸业为依托的 400 亿级特色轻工产业
园、以高端数控机床为引领的 200 亿级中德智能产业园、以晨阳水漆为依
托的 200 亿级环保新材料产业园、以东鹏陶瓷为依托的 100 亿级智能家
居产业园、以中船重工为依托的 100 亿级军民融合产业园和以“数字经
济”
为重点的 400 亿级大数据产业园。
“这些产业群能够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一步完善产业配
套。
”
滕宏伟说，最终目标是建设成渝地区重要的大型现代产业基地。
二是在“城”方面，着力建设成渝地区“双百”级区域性中心城市。以
交通、产业、功能的提升加速吸引生产要素及人口，加快建成 100 平方公
里、100 万城区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永川现在每年有几万人的净流入。”滕宏伟说，人口的集聚能让包括
交通、信息、资金等加速聚集。
同时，他提到，永川要着力打造“西部职教城”，加快推动职业教育“扩
规、提质、融合”
，努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在“景”方面，着力建设近悦远来的美丽之地。加快每 500 米一
个市民公园、每 1000 米一个休闲广场、每 2000 米一处湖泊景观建设；加
快茶山竹海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松溉古镇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并带动
朱沱镇、松溉镇一体化发展，打造永川新美景。
“把城区建成景区的客厅，
让景区成为城市的花园。
”
滕宏伟说。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郭发祥

接受中心城市辐射
“叠加”
建成渝轴线对外开放高地

地处重庆、成
都两座国家中心
城市一小时经济
圈交汇点的潼南，
不仅是重庆西部
凸入川中腹地最
远、毗邻四川县市
最多的对外开放
重要门户，也是成
渝中部毗邻区域
重要的沿江城市。
1 月 3 日 ，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明确提
出，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西部形成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这更是给
潼南带来了新机
遇。
近日，潼南区
委书记曾菁华在
接受采访时称，潼
南将立足独特区
位优势，建成渝轴
线对外开放高地。

重报集团融媒体中心

曾菁华说，潼南作为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组成部分，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成渝城市群核心板块，
“ 市场空间巨大、发展前景广
阔。
”
为此，
“我们将立足水电、天然气、旅游等资源，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
点打造千亿级天然气综合利用及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和百亿级柠檬、蔬菜
优质粮油及水产品、休闲康养旅游等 8 大产业集群，筑牢产业‘底盘’，增
强发展动能，
形成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强大引擎。
”
“潼南有 300 多户蔬菜种植大户，他们在涪江、琼江沿线的河滩种菜，
从四川的绵阳到遂宁，都有他们的身影。种出来的蔬菜，也是成都市民餐
桌上的美味。
”

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涪江、琼江均发源于四川境内。
“成渝合作，川渝一家亲，是历史和自
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好绿色生
态这张优势牌。
”曾菁华说。
2018 年 11 月 19 日，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琼江巡查工作。当天，重庆市
潼南区、铜梁区与四川省遂宁市、资阳市四地河长办联合签订了《河长制
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集中巡河和交叉巡河机制，调动各方力量
齐抓共管，共同改善琼江水环境质量。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11 日，曾菁华和四川省遂宁市委书记邵革军，从
涪江入潼段出发顺流而下，
对各重要节点和水域进行实地巡查。
通过联防联控，曾菁华说，
“过去涪江水质在三类水质运行，通过联合
巡河、治污治乱，现在涪江水质稳定在二类水质。琼江也由过去长期四类
水质，
稳定在三类水质。
”
“潼南山环水绕、地势平坦、植被丰茂、生态优良。下一步，我们将依
托特有的生态优势，建设成渝城市群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让潼南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中
‘颜值’更高、
‘气质’更佳。
”
曾菁华还透露，国家发改委牵头提出遂潼一体化战略，
“将进一步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希望在国家重大产业布局方面，有一些突出的进展。”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罗薛梅

风景优美的潼南区崇龛镇青杠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