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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亿元！
仅 凭 一 场 会

议，北碚就揽获如
此巨额的合同投
资。

11 月 1 日 ，
2018 年 全 国 重 庆
商会会长会议在北
碚举行，现场签约
的 14 个投资项目
涉及大数据智能
化、现代服务业和
乡村振兴等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

今年前 10 个
月，北碚新签约项
目 149 个，签约金
额 1313 亿元。其
中，民间投资项目
144 个，签约金额
1290 亿元，分别占
全 区 总 额 的
96.64%、98.24%。

精于计算投资
收益的民间资本，
屡屡以一种只争朝
夕的姿态扑面“砸”
来，北碚，哪儿来如
此大的吸引力？

北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一场会议揽金304亿元

两江蔡家新区，是重庆市城乡总体规
划都市圈城市组团和大型聚居区之一，被
誉为“重庆最好的西装料”。

该新区是重庆主城向北、北路向南发
展的重要空间区域。东连悦来，南接礼嘉，
西承西永、北碚新城，北靠水土，与礼嘉、悦
来共同组成两江新区城市综合板块的“金
三角”。距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华侨城欢乐
谷项目仅一桥之隔，距江北国际机场10分
钟车程，距龙头寺火车站15分钟车程。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位于重庆两江
新区“一心四带”产业空间格局的高新技术
产业带，集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高新
产业智慧新城。目前，以光电显示、半导体
集成电路、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生物制药
及数字化医疗设备、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
造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的园区主导产
业已集聚成形。

经过7年的开发建设与招商引资，水土
高新园累计招商产业项目408个，协议总投

资2607.2亿元，协议年产值2215.74亿元。
408个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累计
319个。2017年，园区规上企业产值360亿
元，其中战新产业产值308亿元，占85%。

北碚新城，地处缙云山、中梁山两大生
态屏障之间，北接嘉陵江，南邻重庆沙坪坝
大学城，龙风溪贯穿其间，山水相连，风光
旖旎。

北碚新城坐拥西南大学等3所高等教
育机构，西南大学附中、朝阳中学等3所市
级重点中学和2所重庆知名小学，另有抗
战与“陪都”遗址、人文景观数十处。这里
致力于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品质生态
居住、现代商务商贸、企业总部经济、旅游、
科研孵化、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产业。目
前，中国铁建、万科、万达、保利、华润、龙
湖、融创、禹洲、海亮、沿海、景瑞等知名企
业均在此投资兴业。万达广场、嘉陵风情
步行街、天生丽街、九号美食街四大商业街
区成效凸显，城市价值与日俱增。

十里温泉城，位于缙云山麓、嘉陵江
畔，与嘉陵江小三峡温塘峡自然相连，荣获

“中国最佳温泉旅游目的地”称号。
近年来，这里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温泉资源，成功引
进多家知名企业进行旅游度假类项目开
发，建成悦榕庄、柏联、心景等一批品牌精
品度假酒店；缙云大众温泉、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滨河休闲运动公园等基础设施配套
日趋完善；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动工修缮
并将于2020年建成投营。恒大国际温泉
旅游健康小镇也已成功落地。

此外，重庆市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
区和亿达·重庆创智广场，也是非常好的项
目承接地。前者统筹发展“乡村旅游、特色
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旅游项目，着力打造
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后者位于北碚城区
核心，将打造为北碚区乃至重庆市重要的
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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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坤：
北碚尊商、重商、亲商

“两个月前整个厂都焦急
等待开工，不符合政策不开
工，公司的运营堪忧。”北碚区
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加工（重
庆）有限公司厂长吴朝坤说，
他想到向政府求援，但身为一
家外资企业，在北碚人生地不
熟，人家会帮助自己吗？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吴朝
坤找到了北碚区政府，他没有
想到，政府相关部门不仅热情
记录下他反映的问题，还为他
指定了一名专业的工作人
员。当天，企业就办理完毕了
所有的申办手续，一个月后，
吴朝坤拿到所需的许可证。

“尊商、重商、亲商，这是我
在北碚区的感受，现在企业发
展很稳定，希望未来也能为北
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吴朝坤
说，“除了手续上，技术和其他
方面的服务，北碚区也提供给
我们良好的氛围，经常开展专
业的知识培训，帮助我们企业
从管理到技术整体提升。我们
厂里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就
经常参加北碚区定期邀请的专
家学者开展专题培训，提高实
践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

神驰集团：
政府的帮助，让企业实现收入翻番

总部位于北碚的重庆神驰集团，是小
型电机领域的“隐形冠军”，占据全球四分
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过，随着新的竞争对手的不断涌现，
用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对产品进行提档升
级，成为当务之急。但对于一家传统制造
企业而言，大数据所涉及的人才、技术、研
发平台，个个都是拦路虎。

在了解了企业的需求后，北碚区科委
前来雪中送炭。他们仔细研究了神驰的产
品属性后，在全国范围内沥选了一批云服
务商和大数据人才，并优中选优地推送给
了这家企业。同时，在北碚区科委的协助
下，神驰搁置多年的工程研发中心也最终
建成。

有了针对性的援助，神驰很快建立起
了自己的产品大数据体系。简言之，它的
每一台电机都能从技术上实现运行数据的
及时回传，电机运转得怎么样，有无潜在故
障，在后台数据库中一目了然。凭借这一
体系，企业能够随时给客户提供发电机运
行情况的预警，并为后期的无人值守和智
能化奠定了基础。

“通过产品提档升级，我们不仅获得了
国外贴牌厂家的大量订单，还直接抢占了
终端市场。”神驰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按今
年前几个月的订单趋势，预计2018年全球
销售收入将翻番。

看产业基础：市场主体越来
越多，经济质量越来越好

企业要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企业家。
看企业家的精气神和发展前景，要观察他
们平时喜欢做什么，有无企业家精神。后
者是推动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

在北碚，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着勤勉、
奋进等内涵，还被注入深刻而悠远的家国情
怀。1938年，有着“北碚之父”称号的爱国
企业家卢作孚，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
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
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被历
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北碚，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一直被传
承。例如，为了创立民族品牌，目前已经成
长为全球最大的小型电机生产企业的神驰
集团，宁可舍弃每年国际竞争对手10亿元
人民币的贴牌订单，也要在美国设立研发
和销售公司，后者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持

续亏损。最终，依靠稳定的产品性能和持
续创新带来的卓越的用户体验，神驰品牌
的电机及小型发电机，不仅销往全球上百
个国家，还赢得了最为挑剔的北美市场。

北碚区委副书记高洪波介绍，为了光
大企业家精神，他们专门下发营造企业家
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文
件，制定落实措施，提出了“着力营造企业
家健康成长环境”“进一步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进一步加强优秀企业家培育”“进一
步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29条
意见，并落实了责任单位。

同时，北碚区还举行了一系列企业家
精神的专项教育活动。去年末，该区举行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专题报告会，邀
请力帆董事长作专题辅导报告。同月，北
碚举办“弘扬卢作孚企业家精神”座谈会。

此后又举办了6期“作孚讲堂”，并邀请卢
作孚嫡孙卢晓钟演讲。

今年8月，北碚在力帆公司举办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学讲做”沙龙活动，邀请民
营企业家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
有制经济的重要论述、全市民营经济发展
大会精神等内容作主题发言。

此外，北碚还出台了《北碚区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公职人员正负面清单（试
行）》，制定公职人员正负面清单共20条。
正面清单提出公职人员在没有明令禁止和
不违反党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要尽全力
为民营经济创造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在
北碚发展安心、顺心；负面清单则规定了公
职人员的权力界限，对工作中出现不作为、
懒作为、乱作为的情况，还将对相关责任人
作出相应处理。

营商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经营发展的
政策环境，换句话说，是政府的服务专不专
业，到不到位。

在北碚，政府几乎调动了所有的行政
资源，研究宏观经济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为
企业把脉问道、对接市场资源，并用制度的
力量推动各个部门上门拜访企业，提供实
打实的针对性服务。

行政架构上，北碚设置了民营经济发
展领导小组，区委书记挂帅，小组下设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直接与民营企业对接，
发现问题后，直接责成相关部门去解决。
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为企业开通了

“直通车”，让企业的问题第一时间得到反
馈，并获得最高效的处理。而在此前，民营
企业遇到问题，一般是先找主管部门，然后

一层一层上报，周期长，效率低。
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张

纯辉说，这种“直通车”的制度设计，一年时
间就为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200多件，
相当于此前几年的总数。

在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方便企业办事方
面，北碚推出644项让企业“最多跑一次”的
服务事项，同时还推出了490项服务流程优
化，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目前，在北碚，企业注册时间已压缩到
1个工作日内，个体工商户实现“当场办结、
立等可取、异地通办”；工商业投资项目审批
时限压缩到49个工作日内，一般工业项目
审批总时间压缩至20个工作日以内，减并
工商、税务、刻章、社保等流程，企业开办时
间由全市的5个工作日压缩至2个工作日。

此外，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北碚还根据
企业的市场需求，不断地进行几乎是量体
裁衣般的制度创新。上面说到的民营经济
发展促进中心，即是重庆全市首创。这一
机构通过区领导调研、现场走访、交流座
谈、街镇收集、企业直接反映等多渠道了解
民营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然后第
一时间进行分类梳理，快速交由相关责任
部门限期办结，并将办理结果反馈企业。
对未按期办结事项进行催办，对于办理不
力的部门给予通报，并将各部门办理情况
纳入年终考核事项。

类似的制度创新，又如率先启动“38证
合一”，率先建立“双随机一公开”智能化跨
部门联合监管平台，率先开展企业商业价
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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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产业氛围：专题宣讲企业家精神，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更安心

看营商环境：政府部门上门服务，企业最多跑一次

看发展载体：位置优越生态优良，多个园区分类承载产业

位于嘉悦大桥北桥头的中国（重庆）自由
贸易试验区标识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中心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中心

京东方生产线京东方生产线

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加工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加工

两江国际云计算服务中心两江国际云计算服务中心

神驰机电车间生产现场神驰机电车间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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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 9.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2%；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分别达到35575元和17417元，分
别增长8.6%和9.6%。

今年，北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尤其是民营经济获得更加快速发
展。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北碚规
上民营企业达到201家，实现产值247.32
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产值比重45.5%，高
于全区规模工业产值增速4个百分点。大
企业顶天立地之势，正在形成。

今年1—9月，该区新发展市场主体
10011户，同比增长42.5%；民营经济市场
主体累计达到 4.89 万户，同比净增长
13.4%，比全市高出7.87个百分点，占全区
市场主体的96.4%。以民营为主体的小企
业，可谓铺天盖地。

事实上，不少北碚的大企业正在通过
产品本身的提档升级，来促进企业的提质
增效，而新的外来投资和本地不断涌现出
的创业型企业，凭借民营经济先天性对市
场的敏锐性，总是能把稳市场走向，获得较
好的发展效益。这两点原因，推动北碚经
济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越来越好。

目前，北碚区大数据智能化企业共有
67家，有效期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87
家，市级科技型企业272家，建成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2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7
个、高新技术企业87家。

北碚将在3年后建成全国重要智能产
业基地和大数据应用示范城区，智能产业
规模800亿元智能企业100家以上。受此
推动，届时，北碚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700
亿元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700
亿元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3%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