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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教、
城’深度融合发展，是
永川立足自身短板与
优势，着眼高质量发
展要求作出的科学决
策。”永川区主要领导
说，永川地处成渝之
间，过去因距离主城
较远，接受主城和成
都的辐射带动有限，
工业一直是制约永川
发展的最大“短板”。

但永川也有其它
区县难以替代的比较
优 势 ，就 是 职 业 教
育。永川共有15所职
业院校、12万多名在
校学生，是有名的“西
部职教城”。在逐步
失去人口红利优势的
当前中国，这是永川
弥足宝贵的资源优
势。

2016年国务院通
过的《成渝城市群发
展规划》，永川区位于
成渝城市群主轴重要
节点，大幅提升了永
川区的区位优势。为
此，永川明确了打造

“成渝城市群重要节
点城市”的发展定位。

永川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关键在于三
点：一是坚持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发挥好联动
成渝的区位交通优
势；二是用足用好职
教这一人才资源优
势；三是把招商引资
作为发展的生命线，
作为经济工作的关键
抓手紧紧扭住不放。
为此，永川决定以创
建国家高新区为抓
手，大力推进“产、教、
城”深度融合发展。

在园区布局上，
永川将凤凰湖产业
园、软件产业园、职教
产业园、港桥产业园、
三教产业园等纳入永
川高新区。

在城区建设上，
永 川 坚 持“ 城 园 融
合”，同步推进产业园
区和城区拓展，分别
围绕凤凰湖产业园和

软件产业园推进建设
凤凰湖组团，兴龙湖
组团，并修建了凤凰
湖、兴龙湖两座精美
的水体公园。正规划
建设科技创新城，重
点承载前沿技术研
发、高端创业孵化、新
兴产业发展三大核心
功能，打造区域产业
发展与科技创新标志
性载体。

在推进职教发展
上，永川出台了《关于
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
育高地的意见》和《加
快建设现代职教高地
激励政策24条》，支持
鼓励院校扩大发展规
模、做优做强，支持鼓
励新设立符合永川主
导产业发展需要的特
色专业、为永川企业
开展的订单式学历培
养班，支持鼓励职教
毕业生留永就业。

在招商引资上，
永川建立“两眼向外”
工作机制，坚持“干的
要比说的好，做的要
比签的好”“用干部的
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
满意指数”，连年实现
招商引资重大突破。

在营商环境上，
永川明确了打造营商
环境最优区的目标，
创新成立了民营经济
促进委员会及民营经
济促进中心，对标“浙
江标准”，制定了《优
化营商环境集中整治
工作方案》，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22条”。

在创新创业上，
永川构建“平台+职
教+金融”三位一体的
双创模式，2017 年、
2018年先后获批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另外，永川还针
对高端数控机床、大
数据等重点要发展的
高新技术产业，出台
了“高端数控机床17
条”、“大数据发展20
条”等系列支持政策。

永川国家高新区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双提升
以推进“产、教、城”深度融合发展为路径

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复升级
为国家高新区的永川
高新区，有凤凰湖产业
园、软件产业园、职教
产业园、港桥产业园、
三教产业园 5 个产业
园，也是全国少有的集
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现代物流、现代职
业教育于一体的国家
高新区。

过去两年，永川区
立足自身实际，以高新
区为主战场大力推进

“产、教、城”深度融合
发展，汇聚起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力，推动高
新区产业加快向特色
化和中高端迈进。

2018年，永川高新
区实现营业收入1015.9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 营 业 收 入 429.1 亿
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810.6 亿元。在高新区
的有力支撑下，永川
2018 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845.7 亿元，增长
9.9%，增速位居全市第
三位，实现了发展速度
与发展质量的双提升。

“产、教、城”深度融合发展，促使各类
创新要素加速向永川高新区汇集。2018
年高新区共全区授权专利1760件，有效
发明专利总量758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3家、科技型企业105家、高成长性企业
15家，新培育市级以上研发平台16个、国
家级众创空间1个、市级科技型企业孵化
器2个。

2018年，永川全区研发投入占比达
到2.56%，万人拥有量达到6.77件，科技
型企业新产品率42.18%，综合科技创新
指数增长率跃居全市第1位。

今年1月16日，永川区举行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区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2019年，将紧扣区域性“创
新驱动中心·产业升级引擎”发展定位，高
水平建设永川国家高新区。

永川将扎实构建现代产业集群、扎实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创
新，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永川将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高新
区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0%；大力培育优质
创新主体，加快集聚一批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
新平台，新培育科技型企业100家、高新
技术企业20家、市级科技平台6个以上；
大力引进创新领军人才，依托在永川企
业、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大力引进一批
能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
兴学科的国内外一流专家和团队。

永川还将大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
快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融合的创新体系，鼓励支持在永川高等学
校、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产品研
发、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合作，加快把永
川建设成为全市一流的创新型城市。

经过两年努力，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不
仅在汽车整车上实现了零的
突破，还成为重庆最主要的智
能装备生产基地和大数据及
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并异军突
起发展起了总部经济。

在汽车产业上，永川在短
短两年内就先后引进了长城
汽车、中交TST、庆铃专用汽
车3家汽车整车企业项目和金
皇后汽车、瑞悦车业两家整车
代工厂以及20多家汽车零部
件企业，不仅实现了“汽车整
车梦”，还初步构建起了“3+
2+N”汽车制造体系。

其中，长城汽车永川生产
基地是长城汽车在南方的第
一个整车基地、全国第四个整
车基地。该项目总投资80亿
元，全面建成达产后可实现
500亿元产值，带动500亿元
配套产值。其一期项目将于
今年10月建成投产，可年产
16万辆整车，实现产值约250
亿元，带动配套产值约250亿
元。

目前，长城汽车在整车之
外还在永川另外注册成立了
10家企业，涉及底盘、内外饰、
汽车灯具、线束、空调系统等
配套，以及物流运输、售后、零
部件采购、汽车销售等各个方
面。其中，于2018年5月开始
运营的哈弗销售公司，截至今
年2月，已实现销售收入297
亿元，纳税2.648亿元；重庆市
永川区长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截止今年2月已实现采购产
值9亿元，纳税0.7245亿元。

在智能装备产业上，永川
已引进利勃海尔、广州数控等
一大批知名企业，推动智能装
备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其中，
永川在高端数控机床上已形
成以埃马克、利勃海尔、埃斯
维、德根4家德国企业为龙头
的完整产业链条，整机及零部
件企业达到35家。2018年数

控机床销量达到1080台，占
到了全市的三分之一。

在现代服务业上，永川成
功引进阿里巴巴全球人工智
能交付中心、腾讯云（永川）物
联网小镇、达瓦大数据先进影
像中心等一批大数据项目，推
动永川高新区软件产业园由
传统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
业向大数据产业升级。

截至目前，永川高新区软
件园共入驻项目268个，座席
8000余个，从业人员1.3万余
人。其中，重庆先特承接麦当
劳、海尔集团、中国移动等品
牌企业客服项目20余个，年
客服总量超过1000万人次；
携程西南客服中心年处理订
单750万张。永川已成为重
庆主城以外最具规模的大数
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在总部经济方面，永川引
进了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五
工程有限公司、中交航空港、
勾正科技、中城投等一批总部
项目。其中，中铁二十一局五
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于2018年
7月建成投用，该公司整体从
兰州搬迁至永川，包括该公司
职工及家属在内的4000多将
陆续搬到永川居住，每年将给
永川带来近亿元税收收入。

目前，永川已累计引进区
域性总部企业17家，投入运
营12家，初具总部经济聚集
发展格局。2018年，该区总部
经济项目实现产值50亿元以
上。

在职教方面，永川推动重
庆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
普天、德国工商大会上海办事
处联合建成普天大数据产业
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等一批
二级学院，去年新增专业17
个，新增学生7000余人，在校
生总数达到近 13 万人。其
中，永川去年新增在永川企业
实习就业4200余人，占毕业
生人数15.5%。

今年3月，重庆智能工程
职业学院暨华为（永川）联合
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标志着很少在总部以外地区
投资的华为公司正式落户永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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