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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9日，重庆能源集团整合
旗下松藻、南桐、永荣、天府、中梁山等5个矿
业公司，挂牌成立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
司。

重庆能源集团表示，通过实施以去产能为
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集团先后关停一批
赋存条件差、安全威胁大、扭亏无望的煤矿，有
效缓解了煤矿板块连续亏损的经营状况。

为突出主业，做强做优煤电板块，重庆能
源集团整合内部优质资源，重组成立重庆能投
渝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引入战略投资者、财
务投资者等，实现资本市场上市，并重组停产
停建的矿井、闲置土地、房产等，争取盘活50
亿元存量资产。

重庆能源集团此次“大动作”，正是重庆去
产能案例之一。为加快去除无效产能，重庆专
门出台去产能专项方案，主要针对钢铁、煤炭、
水泥等全国性过剩产业。

在具体措施上，通过严格按照产业政策、
环保、能耗、安全、质量等综合标准，对相关过
剩产业的企业逐一对标，达不到标准的依法依
规予以关闭。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示，到
目前为止，重庆已去除钢铁产能800多万吨、
煤炭产能2000多万吨。

在去库存方面，重庆主要引导企业调整产
品结构，加大新产品开发上市力度，帮助企业
开拓市场，鼓励企业本地配套等。11个月末，
全市工业产成品占流动资产比重8.6%，同比

下降0.1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12.8
天，同比减少1.3天。

为加大企业去杠杆力度，目前重庆工业投
资中，自有资金比重占80%左右。重庆还鼓励
工业企业直接上市融资，让全市规模工业资产
负债率得到有效降低。

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重庆不仅严格执行
国家降低企业税费等政策，还先后出台企业减
负30条、电气降本15条等减负政策，以及5批
累计188项企业减负目录清单。通过降低企
业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企业赢利能力随之
增强。

在补短板方面，重庆立足自身优势，着眼
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以此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

来补齐各类短板——补创新短板，重点
抓好研发机构、研发投入、新产品研发
等工作；补产业短板，重点围绕电子核
心部件、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新材料等领
域，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补人才短板，通过实施

“巴渝工匠计划”“双千双师计划”等招纳
国内外英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智力支撑。

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
月，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21.5%，全市 39
个工业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
利，实现了较好的发展质量
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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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6%

2017年7月，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在两江新
区鱼复工业园区落成。

这家以“智能、绿色”为特点，年产汽车30万
辆、年产发动机30万台的整车企业，让汽车制造
这个重庆传统优势产业得到进一步加强，也夯实
了两江新区建成为国内最大汽车产业基地的基
础。

按照“整机+配套”“基地+物流”“研发+制
造”“生产+结算”的垂直整合方式，重庆持续推

动汽车、电子信息等“6+1”支柱产业集群式发
展，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2017年以来，重庆出台多项鼓励传统产
业技术改造专项政策举措，支持企业广泛运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改造提升现有
产业，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来提高产品科技含
量和附加值。

重庆华港科技，是一家集3D打印应用研
发、加工服务为一体的“3D打印+”整体解决方

案供应商。该企业成立1年多来，运用3D打
印技术先后为长安、东风小康等多家车企的研
发提供支持。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大数据、人工
智能与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将
为实体经济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重庆华港
科技副总经理罗涛称，3D打印将有效帮助汽摩
等制造业企业缩短产品设计、研制周期。随着
这项技术不断成熟，将推动全市新材料及智能

制造技术实现更大飞跃，以此
带动传统工业持续发展。

统计显示，2017年前11个月，
全市“6+1”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7%，电子制造业增
长25.5%，装备制造业增长10.3%，化工
医药行业增长 12.2%，材料行业增长
7.8%，消费品行业增长8.8%，能源工业
下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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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提到人脸识别，位于重庆两江新区互
联网产业园的云丛科技，是行业公认的国内一
线企业。这家成立不到3年的企业，运用国际
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算法，使人脸识别准
确率达到99.8%，其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
银行、机场、公安等领域，承担了国家人工智能
重大工程“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任务。

“部分智能技术，重庆企业已走在国内前
列。”市经信委负责人称，比如2016年完成从
重庆到北京2000公里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长
安汽车公司，已掌握智能互联、智能交互、智能

驾驶等三大类、共计60多项智能化技术；重庆
超硅科技8/12英寸半导体级硅片打破了国外
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等等。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重庆的智能产业表
现尤其突出。

通过对智能产业载体的培育塑造，包括永
川国家机器人新型工业示范基地、两江新区智
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园等多个专业突出的智
能特色园区目前发展良好。在这些园区内，培
育出一大批智能化产业集群，如工业机器人领
域，已经初步形成研发、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
全产业体系。

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是重庆智能化发展另
一大亮点。目前，在分享经济领域，全市已形
成以猪八戒网为代表的知识技能分享，以盼达
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出行分享等一批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分享经济品牌。

此外，作为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企
业，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2017年在研发生产
环节同样取得亮眼“成绩单”。

京东方研发人员王武去年的主要工
作，是带领一支 30 人的研发团队，负责 10
多款液晶面板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研发。
通过这支团队的持续研发，重庆京东方在

多项关键技术攻关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比
如大尺寸基板光配向等技术已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京东方、惠科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
表企业相继在渝落子布局、开花结果，不仅有
利于破解国内电子产业“缺芯少屏”困局，更提
升了重庆在全球电子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也让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重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

市经信委表示，2017年全市战略性新兴
制造业预计实现产值 3600亿元左右，增长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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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位于万州的重庆远风机械有限
公司生产出一款新设备——蓄电池真空合膏机。

“这台合膏机可以将此前40分钟的蓄电
池生产时间，缩短为15分钟，并将产品寿命延
长一倍。”远风机械技术中心研究室主任袁鹄
称，以前，国内蓄电池合膏设备市场几乎被国
外产品垄断。而现在，这款来自三峡库区的真
空合膏机正陆续占领国内市场份额，并出口中
东、南亚等地区。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

不少企业的创新都贯穿其发展全过程，通过围
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资源链，促进各类创新
资源向主导产业链集聚。”市经信委科技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重庆通过培育创新生态体系，
围绕新兴产业集群组建汽车、电子、大数据等
产业技术联盟，以及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
中心等平台，初步形成了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和
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格局。

专业生产电线电缆的重庆渝丰线缆公司，
就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体系联盟，尝到了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甜头。
渝丰线缆总经理曾令果说，该企业与一流

研究院所、高校建立研发联盟，推动关键技术
领域不断突破，目前取得国家专利75项、美国
和德国专利6项、省级高新技术产品12项，被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市经信委表示，重庆坚持把新产品研发和
产业化，作为创新首要任务，通过落实重大新
产品研发成本补助政策等，实施重大新产品

“上市一批、在研一批、启动一批”计划，滚动推

进 1000余项重点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017年全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
入达到约280亿元，同比增长18%，企业研发
机构数量达到1200家以上。

接下来，重庆还将突出研发机构建设、创
新生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和新产品研
发推广等，在重大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环节和
重点新产品实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提高集群创新能力，
增强产业接续替代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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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11月，在全市39个大类行业
中，有32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在“6+
1”支柱产业里

● 汽车制造业增长7%
● 电子制造业增长25.5%
● 装备制造业增长10.3%
● 化工医药行业增长12.2%
● 材料行业增长7.8%
● 消费品行业增长8.8%
● 能源工业下降7.9%
■ 2017年1-11月，在全市379种主要工业

产品中，有236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 汽车增长4.7%
● 摩托车增长17.7%
● 微型计算机设备

增长8.6%
● 打印机增长3.9%
● 手机增长21.7%

● 液晶显示屏
增长

170.9%
● 钢材增长

2.4%
● 铝材增长

11.2%
● 水泥增长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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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2017
重庆国际手机展上，一款俄罗斯
品牌、曾作为该国国礼的YOTA双
面屏手机，吸引众多观众眼球。

有别于其他 YOTA 系列，展
会上这款手机是不折不扣“重
庆造”，它产自 YOTA 潼南生产
基地——这个预计 2018年投产，
集中了YOTA公司总部、研发及售
后中心的手机基地，成为落户重
庆的93家手机整机企业大家庭中
的一员。

如今，手机产业已经成为重

庆智能终端产业的新生力量，成
为重庆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而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重
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发展实体经济，一方面提
升传统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为市场提供有效供给；另一
方面坚持“三去一降一补”，去除
无效供给，优化要素优化配置，提
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种种迹象表明：重庆实体经
济，正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重庆实体经济
正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夏元

图①：长安无人驾驶汽车在绕城
高速上飞驰。

图②：重庆华港工业园展厅，各种
3D打印模型让人惊叹。

图③：近日，在川崎（重庆）机器人
研发生产基地展示中心，机器人正在
演示汽车的主体框架自动焊接工作。

图④：2017年7月19日，在位于两
江新区的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全新瑞
纳下线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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