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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荣昌在雾都
宾馆举行2019年首次招商
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涉及智能装备制造，荣
昌“一头猪”、“一片陶”、“一
匹布”特色产业及食品医药
等多个领域共21个重点项
目 ，签 约 协 议 总 投 资 达
224.18亿元。

1月，荣昌开工了18个
重点项目，合同投资总额
51.6亿元，全面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83.1亿元；投产了
28个重点项目，合同投资总
额63.6亿元，全面达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92.3亿元。

“高新区已实现签约一
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
滚动发展格局，实现了‘开
门红’！”荣昌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9年是荣昌建设成
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奋
进之年，高新区将实施体制
优化、区域拓展、产业集聚
三大工程，着力打造创新高
地、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
提升“高、新、特”全国地位，
为荣昌建设成渝城市群新
兴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其中，在实施体制优化
工程上。荣昌将创新管理
机制，加大招商、促建、融资
等力度，增强高新区发展能
力。将完善政策体系，给予土地、资金、
人才、创新等全方位支持。将推动科学
技术部与市政府部市共建荣昌高新区，
争取国家、市级层面政策项目支持。

在实施区域拓展工程上，荣昌将抓
住重庆产业向西和全市总规修编机遇，
争取高新区规划面积由现在的17.05
平方公里拓展至50平方公里，并坚持
产城一体化发展，精心建设高新区拓展
区。

在实施产业集聚工程上，高新区将
围绕“3+1”产业体系，重点培育引进智
能装备、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功能食
品、动物疫苗、基因工程等优质企业，大
力发展新兴产业。

2019年，高新区将力争使眼镜产
业园入驻率达90%，盈田智造标准厂
房入驻率达80%，将提速建设金标实
业、润远管业、琪金食品等100个项目，
建成投产华森二期、路易达斯、好德五
金等50个项目，使主导产业集群规模
达到560亿元，工业用地投入强度达到
100亿元/平方公里。

在实施创新引领工程上，高新区将
用好中国畜牧科技论坛成果，组建院士
专家智库，争取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落户。将力争新增市级创新平台
8个以上，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1家，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市级科技
企业50家，高新技术产业总收入占营
业收入比重达20%。

荣昌国家级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
发展的千亿级国家级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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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好“农牧旗”打好“高新牌”

荣昌国家级高新区取得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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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
发展第一引擎，紧紧挺起实体经
济这个“脊梁”不松劲。

2018年，高新区重点围绕智
能装备、食品医药、轻工陶瓷、农
牧高新的“3+1”主导产业，大力
实施精准招商、专业招商。

在招商中，荣昌党政主要负
责人“总牵头”，四大家班子“齐
上阵”，采取专门办公室、专职人
员、专业平台和区领导带队、高
新区领导带头、招商小分队带动
等“三专”“三带”方式，推动智
能装备制造招“群”、食品医药招

“强”、轻工陶瓷招“大”、农牧高

新招“优”。
数据显示，2018年，荣昌累

计接待拜访企业达到近1600家，
其中区领导接待拜访企业达
1373家。高新区取得历史最好
成绩，全区新引进产业项目338
个、合同资金637.12亿元，其中工
业项目193个、合同资金350.68
亿元。

高新区还强化项目促建工
作，成立专门的项目促建办公室，
落实项目到人、监管到底、服务到
位的“三到”原则，深入推行“专门
机构办理、部门全权授权、限时并
联审批”一站式行政审批机制，着

力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
类问题，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建
设、早投产、早见效。

与此同时，高新区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全力保障工业项目用
地、用水、用电、用气等要素需
求。

2018年，高新区完成征地报
件4122亩，平场2500亩，新建道
路8.4公里，建成区面积扩大1.5
平方公里。这一年，高新区共新
开工项目103个，建成投产项目
62个，成功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纺织）、重庆市陶瓷产业
园（特色产业建设基地）。

2018年，高新区大力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设立1亿元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和1000万元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着力构建良好的创
新生态，让企业、科技人才的创新
实践如鱼得水，取得高质量的创
造。

这一年，高新区加快培育创
新主体，推动规上企业转型为科
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升级为高
新技术企业，构建以科技型企业
为支撑、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的
优质市场主体，不断提升创新发
展能力。

这一年，高新区新认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14家，新增市级科
技型企业125家，获评全市优秀
创新型企业4家、两化融合贯标

示范企业3家，新认定重庆市高
新技术产品52个、重大新产品2
个，新增注册商标1093件。

这一年，高新区加快创新平
台建设，全年新增院士专家工作
站1家、市级研发平台5个。目
前，高新区已建有国家级创新平
台27个、省（市）级科研平台53
个、市级企业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37家、创新创业孵化平台13
个，与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等40多个科研院
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2018 年，高新区精心做好
“一头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
扇”4篇文章，特色经济亮点纷
呈。

其中，高新区于2018年成功
引进紫燕食品、琪金食品等一批
强链补链延链大项目，建成全国

唯一无菌猪实验基地，国家生猪
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800亿元。
2018年，“荣昌猪”入选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百强品牌。

2018年 10月，荣昌成功举
办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
参会院士联名建议在荣昌建设
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获得国
务院领导重要批示。农业农村
部明确在荣昌建立国家生猪大
数据中心，并作为国家重大项
目统筹推进。市政府领导挂帅
推动，将其纳入全市大数据重
要平台。论坛期间，荣昌生猪
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正式挂牌
运营。

在“一片陶”上，荣昌被授予
全市唯一陶瓷产业基地，惠达卫
浴、日丰卫浴等一批知名企业纷
纷落户高新区。

2018年，高新区按照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深化“放管
服”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和要素保
障，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

其中，在深化“放管服”改革
上，荣昌建立由高新区统筹落实的
涉企政策整合、审批办理等工作机
制，探索推行由第三方代办机构为
工业建设项目提供专业化服务模
式，全程代办土地摘牌、环评、设计
审查、施工建设到最后竣工验收等
全部行政审批手续，确保工业项目
审批时间缩减到15个工作日内，实
现“只跑一次、只找一人”“一个口
子、一章审结”。

在金融保障和服务上，高新区
探索现代金融与产业互动共生新
模式，开展银企对接会、点对点对
接服务等工作，加大信贷扶持力
度，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金问题，
保障银行不断贷、不抽贷。

2018年，荣昌共为高新区企业
兑现落实税收减免及各类奖补扶
持资金7.3亿元，为企业减征社保
费1.4亿元，引导科技企业实现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5460万元。

2018年，荣昌帮助企业降低要
素成本，建成荣昌商贸物流园，推
动唯美公司等企业大宗物流成本
降低30%；采取大用户直供、调整
电容、招商谈判等方式，推动工业

用水电气均价下降0.11元/吨、0.23
元/度、0.18元/立方米，为企业节约
成本5000余万元。

另外，荣昌还深入开展安全监
管、环境保护和扫黑除恶、“大下
访”等行动，切实为高新区建设与
发展保驾护航。

2018年12月15日，北京举行
2018第十三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
荣昌获评“2018年度中国十佳营商
环境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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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项目促建有力推进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特色经济亮点纷呈

服务保障不断加强 营商环境全面优化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交易市场 摄/周婧 无菌猪实验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重庆华森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自动化地砖生产车间 摄/刘汪洋

奋进中的荣昌高新产业开发区 摄/刘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