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让我们在招商引
资时必须精挑细选。”

■“时刻瞄准行业
龙头，着力‘与巨人合
作，与第一握手’。”

■国家拨款有限，熊尚兵又拿出自己的38万元积蓄
为村里修路。为了节约资金、保证质量，他奔波在工地
上，成了监工、审计和采购员

■几年来，齐圣村红心猕猴桃产业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目前，村里种植红心猕猴桃面积1730亩，带动合
作社农户年人均增收3326元

■齐圣村通过“规模种植、土地入股、保底分红、返聘
务工”增加群众收入，让全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分享
产业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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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000亿元，本是一道鸿沟，
但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以下简称智
谷）仅用了一年就实现了这个跨越，招
商引资合同额超过1000亿元。

3月20日，南岸区举行2019年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当日签约38
个项目，签约金额逾408亿元，其中30
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大部分落户在了
智谷——至此，去年2月7日挂牌的智
谷已签约近百个项目，签约金额超过
1000亿元，正成为南岸区转换发展动
能、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载体。

瞄准大数据智能化
每周都有项目签约

南岸的江南新城，曾被称为“中国

西部手机之都”。
过去几年，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

端年度出货量都超过了1亿台，在全市
遥遥领先。但手机行业的深刻变化，也
让南岸区清醒地意识到，追求数量的时
代正在过去，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
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谷的挂牌成
立，给南岸区转换发展动能、调整产业
结构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智谷面积约
9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江南新城及南山
片区，以核心区2.48平方公里、储备区
1.17平方公里为先导，辐射覆盖重庆经
开区全域。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让我们在招
商引资时必须精挑细选。”南岸区招商

投资局负责人表示，“时刻瞄准行业龙
头，着力‘与巨人合作，与第一握手’。”

为此，南岸区在全区范围内抽调人
手，组建了26个专业招商引资团队，奔
赴各地联系对接招商引资项目。针对
重点招商项目，由区领导牵头，相关部
门协作，“一企一专班”“一事一专班”配
齐配强招商力量。

3月20日与南岸区签下20亿元合
作协议的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也是国内
众多城市竞相争取的重点对象。经过
仔细比选后，该公司决定将西南总部放
在南岸。“既有南岸产业基础和区位优
势的原因，也是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
签约仪式结束后，该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昕磊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去年智博
会他们来到重庆考察后，南岸区领导很
快便登门拜访，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意
愿，最终促成了这一次的签约。”

对招商的高度关注，让智谷收获颇
丰：挂牌成立一年出头，便已落地阿里

“飞象工业互联网”、京东云数字经济产
业基地、高通中国物联网联合创新中心、
易华录城市数据湖、国家信息中心能源
大数据中心、讯飞慧渝人工智能技术研
究院等大数据智能产业项目近百个，正
在加快形成千亿级智能产业规模。

突出开放发展主题
增强智谷“包容性”

记者采访发现，拥有重庆经开区、

自贸试验区南岸板块、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开放平台叠加
优势，也是智谷受到行业龙头企业青睐
的重要原因。

例如，位于弹子石CBD总部经济
区的自贸试验区南岸板块，因为其政
策优势，受关注度颇高。但是，该板块
仅有1.71平方公里，要大规模布局项
目并不现实。于是，不少企业便将总
部放在自贸试验区南岸板块，将生产
基地放在智谷。这样一来，既可以享
受投资、金融、结算等方面的优势，也
可以拥有充足的发展空间，还能够与
智谷相关企业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
可谓一举三得。

重庆经开区是我市全面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三个试点区域
之一。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试点示范
中，重庆经开区将原先分散设立的20
多个审批窗口精简为5个综合窗口，分
别由五个牵头部门负责接件，实现了

“综合窗口受理、后台集成审批、一个
窗口出件”，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而
辐射重庆经开区全域的智谷，自然获
益颇丰。“从审批到落地，我们全程享
受到了区内最高标准的服务，每个环
节都只跑一次，时限大大缩短。”王昕
磊说。

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方面，重庆狮岩毅鸣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是我市首个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取得备案的外商独资基金管
理公司。去年，南岸区服务业发展办与
重庆狮岩毅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设立总规模10
亿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基金，通过资本
投资的方式将符合产业方向的国内外
优质企业及项目引入。这次签约的科
莱博隐形眼镜项目，正是狮岩毅鸣引进

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国内首条自主投
资的隐形眼镜生产线。

此外，南岸区还通过与重庆海外联
谊会在渝港澳分会、欧盟中国委员会重
庆代表处等共建招商平台和服务平台，
打通了智谷与港澳、欧盟合作渠道，凸
显开放发展主题。

聚焦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
将形成2000亿元产业规模

起步良好，但南岸并未有丝毫懈
怠。

南岸区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智谷的目标是到2025年产业
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如今长征之路
迈出了第一步，而招商引资和建设投产
的后续工作，“任务不轻”。

“今年，我们的招商引资将聚焦于
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3个方面，力争全
年正式签约合同额达到1600亿元，其
中落在智谷的项目估计将占到2/3以
上。”该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全力促成韩国信慕半导
体、易华录城市数据湖、深兰科技、德富
莱智能装备等项目投产达产，启动建设
中国科学院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精准
医疗中心、基础实验室和医渡云医疗健
康大数据中心、国药控股重庆泰民总部
基地等项目。

同时，扎实抓好“放管服”改革，使
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44个工
作日，一般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14
个工作日。

此外，该区还将强化要素保障，盘
活利用智谷范围内100万平方米楼宇
厂房资源，建设500套人才公寓，并组
建智谷发展基金，设立民营企业纾困基
金，精准支持企业发展。

为了从源头培养更多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高端人才，强化政产学研用一体
化协同创新，智谷还与重庆邮电大学合
作共建智谷·环重邮创新创业生态圈。
目前，已促成科大讯飞与重邮共建讯飞
人工智能学院，该学院的135名首批研
究生已经入学，而到2020年，学院办学
规模将达2100人左右，其中研究生约
占900人。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智谷将成为
引领南岸经济腾飞的加速器，甚至成为
更大范围内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增长
极。”该负责人说。

20日，南岸区举行2019年招商引资集中签约活动，签约38个项目，签约金额逾408亿元，
其中30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大部分落户在了智谷——

中国智谷：一年引资超千亿元
本报记者 颜安

“发家致富，你现在落我们后面
了，分你几个工程做吧。”这几年，常有
朋友找上门来邀约熊尚兵再次合作工
程。

面对好意，熊尚兵却总是婉拒：
“忙不过来，我的事业全在齐圣村。”

齐圣村，位于重庆市开州区长沙
镇。担任村党委书记的熊尚兵，原本
是个生意人，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
是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在外闯荡20多年以后，熊尚兵在
2003年回到老家。他发现，村子还是
那个村子，这么多年没变化，时光似乎
在这里静止了。乡亲们希望他留下
来，带着大伙儿脱贫致富。

“2004年的齐圣村，几乎是全镇
最差的村。路，一条像样的都没有；
田，用乡亲们的话说，‘蓑衣盖住是一
块、斗笠盖住是一块’。出行难、饮水
难、用电难，好多村民还住在危房里。”
熊尚兵回忆。

看到乡亲们生活这么艰苦，思前
想后，熊尚兵接过了这个担子。

修路让脱贫致富驶入快车道

“七条沟、八道梁，高坡土地不产
粮；开门就见山，种田走半天，上学路
太远，就医更困难……”熊尚兵告诉记
者，这是齐圣村当年的真实写照。外
出20年后再回到村里，这一切依旧没
有变化。抱着回馈家乡的想法，他放
下外面的生意回到村里，在2004年村
级换届中，当选为村支书。

2004年的齐圣村，是开州区长沙
镇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条件最差的
村。全村3500多人中，有1000多人
是贫困人口，9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
力外出打工。全村群众出行难、饮水
难、用电难，很多群众居住在自然条件
恶劣的危房中。

要想富，先修路。在熊尚兵看来，
村里要发展，必须先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可摆在这个贫困村面前始终有一
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没钱。国家拨
款有限，熊尚兵一咬牙，拿出了自己的
38万元积蓄投入到修路中。

为了节约资金、保证质量，熊尚兵
奔波在工地上，成了监工、审计和采购
员。很快，村级公路修通了。这条12

公里的“丝带”蜿蜒在齐圣村，改变了
村民的生活。

“以往到镇上赶场，一早出门，天
黑才能回家。”村民谭培贵摇头说，要
是遇见下雨天，泥泞的乡村小路根本
无法下脚。那时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
是他们与外界相连的唯一渠道，所有
生产生活物资都靠人背马驮。修通公
路是这个村里几代人的梦想。

对村民来说，通路的最大好处就
是农产品好卖了，水果商贩愿意上门
收购了。

特色种植业成乡村旅游摇篮

交通解决后，如何让村里人富起
来？熊尚兵又开始四处考察增收项
目。

齐圣村以山地为主，海拔200米
至1000多米，呈立体分布结构。村里
传统产业是柑橘，但由于没统一管理，
经济效益不理想。多数劳动力外出务
工，齐圣村土地闲置严重。

怎样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变废为
宝？熊尚兵多方考察后决定，发展红
心猕猴桃产业。

原本就贫困的村民，要拿出所有
积蓄发展特色种植，让许多人打起了
退堂鼓。为了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和信
心，熊尚兵首先从自家做起。发展红
心猕猴桃差资金，他又拿出在外经商
的积蓄，购买苗木、流转土地，随后又
引入农业公司，提供技术和种苗支持。

渐渐步入正轨的红心猕猴桃产业
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原本还在观望的
人，陆续相信了熊尚兵。为了将风险

最小化，熊尚兵决定带领村民抱团发
展，成立了猕猴桃种植合作社。

几年来，齐圣村红心猕猴桃产业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做越强。
目前，村里种植红心猕猴桃面积1730
亩，带动合作社农户年人均增收3326
元。村里发展有奔头，外出打工的三
四百人又都回到了村里。

如今，越做越有信心的齐圣村，根
据市场需要和自身条件，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994人。全村还发展优质柑橘
2300亩、优质蓝莓100亩、菊花500
亩、杂水果500亩四大生态产业。发
展乡村旅游，修建齐圣庄园、打造3个
乡村旅游接待中心。2018年接待游
客3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00多万
元。全村硬化公路35公里，整治公路
22.6公里，油化公路15公里，实现社
社通硬化公路。曾经的贫困村如今仅
乡村旅游每年收入就超百万元，齐圣
村由此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

“配股到户”不落下一个贫困户

产业发展起来了，怎样让全村群
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分享到产业发展
带来的红利？熊尚兵与大家商量后决
定，按照“让农民土地变资产、让财政
资金变股金、让贫困人口变股东”的思
路，采取“参股入社、配股到户、按股分
红、脱贫转股”的方式，通过“规模种
植、土地入股、保底分红、返聘务工”等
增加群众收入。

60多岁的谭培友，大半辈子都在
种庄稼，年毛收入最多时不过万元。
作为村里的贫困户，谭培友是第一批
参股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之一。如今，
谭培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土地租金、
入股分红，加上和老伴一起的打工收
入，他家去年年总收入近6万元。

入股村民每家都成了老板，赚了
钱。如今，越来越多的“谭培友们”尝
到了甜头。目前，齐圣村全村贫困户
62户245人都在红心猕猴桃专业合作
社和柑橘专业合作社有股份。

农户变股东，这一创新的扶贫模
式可将贫困户从传统生产方式中解放
出来，按照持有股份获得稳定的股份
收益。熊尚兵告诉记者，通过与农村
电商和实体经销商对接的方式，合作
社去年卖出了10万斤猕猴桃，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整个合作社
收益 200 余万元，贫困户户均分红
7000多元。

熊尚兵说，通过多元化、立体式产
业发展，如今的齐圣村已成为了“产业
工厂”，各个合作社成为“生产车间”，
群众成为“产业工人”和“产业主人”，
既在助推产业发展中获得工资报酬，
又在产业入股中分享产业红利，村民
共享产业成果。2018年，全村产业户
均分红达5000元以上，预计2019年
产业户均分红可达8000元左右。

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熊尚兵——

“我的事业全在齐圣村”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3月20日，“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市级宣讲团选调生专场宣讲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严
克美、熊尚兵、邓天旗等6名宣讲团成员，用亲身的经历和自己的
故事，感动全场。

“扎根乡村十余年，你说我不向往大城市的繁华生活，那是假
话。但通过我的努力，看到农村山更青、水更绿、花更香、果更甜、人
更美，我又浑身是干劲儿。”宣讲台上，巫山县当阳乡玉灵村第一书
记严克美的一席肺腑之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严克美的老家在巫山县当阳乡红槽村，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
生，她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毛遂自荐当起了村支书。为改
变红槽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她带着村社干部攀悬崖、钻树林，到处
找水源。经过近5个月的奋战，他们将6个取水点的水引进了村
民家中，让大家喝上了干净甜美的山泉水。2016年，精准脱贫进入
攻坚期，她被派往玉灵村担任第一书记。短短两年时间，玉灵村发
展起脆李、板栗、核桃等效益农业，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了两番。

“不怕有个烂摊子，就怕没有好班子。”宣讲团成员、万州响水
镇张家村第一书记邓天旗则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为民情
怀”。过去，张家村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干群矛盾突出。驻村第
一个月，邓天旗不厌其烦地挨户走访，坚持从思想上尊重群众，从
方法上贴近群众。

“这几年，张家村干群关系不断融洽，逐步形成以青脆李、枇杷
为主的小水果产业，村民实现稳步增收。”邓天旗自豪地说。

带领村民开创“甜蜜”事业的深山养蜂人白天树、不当“万元
户”的“憨书记”熊尚兵……在两个小时的宣讲中，一个个温暖的
故事传递力量、催人奋进。选调生们纷纷表示，要以昂扬的斗志、
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到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中去，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月6日至3月19日，“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市级宣
讲团还兵分三路，深入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了18场宣讲活
动。截至目前，“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市级宣讲团共吸引
5000名观众现场聆听宣讲，他们中既有驻村干部、脱贫户，也有深
度贫困乡镇干部、当地贫困群众等。他们纷纷表示，要向榜样看齐，
将感动的力量转化为脱贫的动力，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更需要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扶贫队伍。”3月14日，在石柱县中益乡，平坝
村第一书记韦永胜感慨道。这几年，平坝村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吸引在外务工的
青壮年回乡发展。去年，平坝村村干部平均年龄由50多岁下降到不满40岁，青壮年的
回流使当地产业发展日趋成熟，粮经比例由原来的9∶1调整为现在的1∶9，与此同时，
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也应运而生，平坝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而对于贫困群众而言，宣讲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人有了志气，脱离物质贫困就不难了。”3月11日，云阳县泥溪镇鱼鳞村村民王方

明听完宣讲后，信心十足。王方明是众多贫困户中的一员，日子本就过得捉襟见肘，再
加上孩子的学费、老人赡养费，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去年，村里引入农
业公司发展乌梅产业，王方明通过土地入股，摇身一变成了股东。“除了年底分红，我还
能在公司打工，一年挣两份收入怎能不脱贫。”王方明说。

同样深受鼓舞的还有石柱中益乡贫困户谭弟槐，63岁的谭弟槐属于因病致贫，这
几年依托扶贫政策兜底，谭弟槐的生活渐渐发生了变化。听完宣讲，谭弟槐感觉浑身充满
了干劲，他告诉记者，他将汲取榜样的力量，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争取早日甩掉

“贫困户”的帽子。
与此同时，“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市级宣讲团宣讲活动还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视频直播，网络受众超过10万人，受到广大网友的好评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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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尚兵正在检查猕猴桃长势。 通讯员 刘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