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2年重大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一、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项目

（一）世界级机场群项目

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 渝北区

2 乐山机场 乐山市

3 阆中机场 南充市

4 南充高坪机场三期改扩建项目 南充市

5 万州五桥机场航站楼扩建项目 万州区

（二）轨道交通网络体系项目

6 成渝中线高铁 成都市、资阳市、大足区、铜梁区

7 成达万高铁 成都市、遂宁市、南充市、达州市、开州区、万州区

8 渝西高铁 安康市、达州市、广安市、开州区、万州区

9 渝昆高铁（川渝段） 江津区、永川区、泸州市、宜宾市

（三）公路体系项目

10 南充至潼南高速公路 南充市、遂宁市、潼南区

11 内江至大足高速公路 内江市、大足区

12 资中至铜梁高速公路（铜梁至安岳高速公路） 内江市、铜梁区、资阳市

13 江津至泸州北线高速公路（G93泸渝高速扩容） 江津区、泸州市

14 泸州至永川高速公路 泸州市、永川区

15 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 达州市、梁平区

16 渝武高速扩能（重庆段） 北碚区、合川区

17 重庆经叙永至筠连高速公路（重庆至贵州赤水至四川叙永高
速公路）

巴南区、江津区、綦江区、泸州市、宜宾市

18 渝遂高速繁忙路段扩能改造 北碚区、铜梁区、潼南区、遂宁市

19 万达直线高速公路 万州区、开州区

（四）长江上游航运枢纽项目

20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 合川区

21 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 潼南区

22 渠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工程 合川区

23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 武隆区

24 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二期工程 万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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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渠江风洞子航运枢纽工程 达州市

26 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 乐山市

27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 乐山市

28 岷江龙溪口至宜宾段航道整治工程一期工程 乐山市、宜宾市

29 长江干线朝天门至涪陵段航道整治工程 长寿区、涪陵区

30 珞璜作业区改扩建工程 江津区

31 重庆港口岸扩大开放长寿港区项目 长寿区

（五）毗邻地区平台基础设施项目

32 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基础设施项目 遂宁市、潼南区

33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基础设施项目 垫江县、广安市

34 内荣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基础设施项目 内江市、荣昌区

35 川渝高竹新区基础设施项目 渝北区、广安市

（六）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36 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 四川有关市州、重庆有关区县

37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
成都市、甘孜州、雅安市、乐山市、眉山市、

资阳市、内江市、铜梁区、潼南区

38 中国航油西南战略储运基地 长寿区

39 丰都栗子湾抽水蓄能项目 丰都县

40 华能两江燃机二期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

二、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项目

（一）制造业项目

41 成都新都区航空零部件制造基地 成都市

42 什邡通航产业项目（一期） 德阳市

43 成都市都江堰市智能旅游装备产业园及研究院项目 成都市

44 射洪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 遂宁市

45 宜宾锂电产业项目 宜宾市

46 宜宾市三江新区锂电配套结构件及仓储项目 宜宾市

47 成都龙泉驿区中航锂电项目（一期） 成都市

48 涪陵吉利科技年产12GWh动力电池 涪陵区

49 长寿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微孔隔膜项目 长寿区

50 成都市金堂县通威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项目 成都市

51 中兴能源全球总部及光储智能微电网设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自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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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遂潼天然气产业园项目 遂宁市、潼南区

53 成都市邛崃市璞泰来新能源电池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成都市

54 年产8GW光伏封装材料及制品项目 江津区

55 眉山市杉杉年产2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 眉山市

56 中国（普光）锂钾综合开发项目 达州市

57 成渝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资阳市

58 中国（普光）微玻纤新材料产业项目 达州市

59 页岩陶粒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基地 达州市

60 明月山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垫江县、梁平区、广安市、达州市

61 九龙坡中铝高端制造项目 九龙坡区

62 遂铜环氧乙烷产业合作园 遂宁市

63 重庆·广安特色火锅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广安市

64 大竹川渝合作产业园 达州市

65 成都龙泉驿区智能网联四川试验基地 成都市

66 铜遂美妆产业合作园 铜梁区

67 川渝合作（广安—合川）生物医药产业园 合川区、广安市

68 太极绵阳大健康产业项目 绵阳市

69 成都广安生物医药协作研发产业基地 成都市

70 成都市温江区科伦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成都市

71 成都市彭州市新绿色现代中药高科技产业化基地 成都市

72 预防性新型疫苗扩能及产业化项目 巴南区

73 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疗健康产业园 绵阳市

74 中电光谷科技城一期 沙坪坝区

75 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 荣昌区

76 璧山中新智能产业园项目（一期） 璧山区

77 成都高新区奕斯伟板级封装系统集成电路项目 （一期） 成都市

78 成都产业集团电子信息产业基础设施项目 成都市

79 南充市临江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项目 南充市

80 遂宁经开区康佳电子电路产业项目 遂宁市

81 成都双流区瓴盛科技芯片研发项目 成都市

82 绵阳京东方OLED模组项目 绵阳市

83 绵阳新型显示用偏光片研发及生产项目 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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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西南（内江）新型触控显示模组生产基地 内江市

85 京东方重庆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 北碚区、重庆两江新区

86 成都高新区京东方第6代柔性AMOLED触控一体化显示器件
项目

成都市

87 萤石生产基地项目 大渡口区

88 华润微电子12吋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线 重庆高新区

89 内江高新科创产业园（一期） 内江市

（二）数字经济（产业）项目

90 重庆猪八戒知识产权大数据服务运营中心项目 成都市

91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 荣昌区、内江市、自贡市

92 川渝5G网络覆盖建设项目 重庆市、四川省

93 蚂蚁集团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线上消费平台建设 南岸区

94 区域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体项目 垫江县、广安市、达州市

95 德阳光控特斯联人工智能城市项目 德阳市

96 重庆腾龙5G产业园 巴南区

97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 江北区、重庆两江新区

98 雅安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 雅安市

99 璧山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GPU项目 璧山区

（三）现代服务业项目

100 威远县渝威国际农批冷链项目 内江市

101 成渝双城物流配送中心 遂宁市

102 渝西川南综合物流园 荣昌区

103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一期 沙坪坝区

104 成双食品（三台）智慧冷链物流及速冻食品加工产业园建设
项目

绵阳市

105 成都市蓉欧国际冷链物流贸易产业园及配套道路工程 成都市

106 成渝跨境公路运输平台 四川天府新区、巴南区

（四）现代高效特色农业项目

107 潼安特色农业产业项目 潼南区、资阳市

108 双昌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园区 荣昌区、内江市

109 大足安岳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粮药合作示范园区 大足区、资阳市

110 开江·梁平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示范园区建设项目 达州市、梁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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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大竹·梁平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园区 达州市、梁平区

112 重庆市万州区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项目 万州区

三、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一）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113 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设施 重庆高新区、北碚区

114 无线能量传输及环境影响科学工程（一期） 璧山区

115 超瞬态实验装置项目 重庆高新区

116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四川） 成都市

117 华为·成都智算中心项目（一期） 成都市

（二）产业创新平台项目

118 省部共建大数据与智能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川渝合作一期项
目

南岸区

119 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项目 渝北区、广安市

（三）共建西部科学城项目

120 惠科模组项目 绵阳市

121 成都市高新区5G互联科创园 成都市

122 西部（成都）科学城综合配套项目 四川天府新区

123 国网信产集团国网信息通信云网产业基地项目 四川天府新区

124 绵阳市激光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绵阳市

125 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项目 成都市

126 四川省工程装备设计研究院 四川天府新区

127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四川天府新区

128 协同创新区创新工坊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

129 协同创新区—五期创新空间 重庆两江新区

130 孵化加速器 重庆两江新区

131 联想5G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

132 明天氢能燃料电池一期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

133 重庆亚欧汽车零部件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

134 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 重庆高新区

135 科学会堂 重庆高新区

136 科学谷 重庆高新区

137 重庆高新区科创示范项目二期 重庆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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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生命健康金凤实验室 重庆高新区

139 重庆金凤凰高端人才社区项目 重庆高新区

140 植恩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研发平台项目 重庆高新区

141 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项目（IDC） 璧山区

142 绵阳科技城新区直管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 绵阳市

四、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项目

143 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 达州市、梁平区、垫江县

144 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达州市、开州区、城口县

145 五华山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 广安市、长寿区

146 川陕苏区红军文化公园 达州市、万州区、开州区

147 石刻文创园区 大足区、资阳市

148 云阳县普安恐龙地质公园综合建设一期项目 云阳县

149 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技创新项目 大足区、资阳市

150 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一期）项目 德阳市

五、生态屏障项目

151 明月山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梁平区、垫江县、广安市、达州市

152 铜钵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川渝联防联治 达州市、梁平区

153 内江沱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内江市

154 德阳沱江上游（石亭江段）水环境治理项目 德阳市

六、公共服务项目

155 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成都市

156 宜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产教融合公共实训中心 宜宾市

157 铜遂人才共育园 铜梁区

158 遂潼区域职业教育中心 遂宁市、潼南区

159 川渝高竹新区高等职业教育基础设施项目 渝北区、广安市

160 西南大学宜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 宜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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