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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头猪”上，高新区从去年
至今已引进重庆琪金食品集团、紫
燕集团、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辽宁
禾丰牧业公司、四川天兆畜牧科技
公司等一批重点项目。

其中，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将
投资8亿元，在全国开设1000个
荣昌猪肉专卖门店；紫燕集团将
利用现有的全国 4000 多家门
店，销售荣昌猪肉、荣昌卤鹅等
熟食产品；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将
在荣昌投资10亿元，建设30万
头生猪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

去年10月，第八届中国畜牧
科技论坛在荣昌举办，15名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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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国务院批准在荣
昌建设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国
家生猪大数据运营公司也挂牌
运营。

截至去年底，荣昌国家生猪市
场的累计交易额突破800亿元，日
均生猪交易达到10万头，占全国
生猪交易总量的10%，交易范围
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
实现生猪“买全国、卖全国”。

另外，荣昌国家高新区还拥

有美国嘉吉、铁骑力士等26家饲料
工业企业和永健生物、澳龙生物等
18家通过GMP认证的兽药企业，
是国内饲料、兽药企业布局最集中
的园区之一。

目前，荣昌“一头猪”已形成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相关产业
达到250亿元产值规模。

在“一片陶”上，高新区至今已
引进唯美集团、惠达卫浴、金意陶陶
瓷集团、简一陶瓷有限公司、北京创
导工业、日丰陶瓷、科亿陶瓷等一批
高端陶瓷工业企业，跻身全国新的
高端陶瓷主产区。

在“一匹布”上，高新区去年利
用闲置产房，先后引进无锡尚上、无
锡洪德、无锡阿邦思、美博尔实业、
重庆熙妮5个大型出口服装加工企
业，发展起出口服装加工基地。

在“一把扇”上，在去年首届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荣昌折
扇被作为“市礼”送给前来参会的
1000多名国内外嘉宾。为做大这
一产业，荣昌一方面加强制作技艺
保护和传承人培养，成立荣昌折扇
行业协会，建立折扇制作、创意、体
验、展销基地。引进优质企业，统
筹整合资源，促进折扇规模生产，
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荣
昌折扇“老树逢春”。另一方面，
建立荣昌折扇传承、实作、体验、

展销基地，融入中国夏布时
尚小镇。同时，引进苏杭制
扇先进技艺，加强荣昌折扇
衍生品开发，让荣昌折扇从
生活用品蝶变为艺术品，推
动产业提档升级。

其中，重庆尚上服饰有限
公司C厂于今年1月投产，其
生产车间总面积达到4万平方
米，预计今年可解决5000人
就业，实现 30 亿元销售额。
未来两三年，高新区出口服装
加工基地预计可实现100亿
元以上产值。

今年1月，高新区正式签约
引进湖南华升集团。该集团是
目前全国麻纺行业品质第一、市
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其苎麻加
工生产能力和年出口量均占全
国 50%以上。该公司将投资 5
亿元，在荣昌建设夏布小镇麻类
展销中心及综合服务平台，1万
亩苎麻种植基地，纺纱、织布、针
织生产基地，以及职业技术培训
中心、专家科研中心和家纺、文
创基地。这些项目建成运营后，
将有力促进荣昌夏布产业高质
量发展。

荣昌高新区在加快建设产业
高地的同时，也加快了建设创新
高地、人才高地的步伐。

在建设人才高地上，荣昌强
化政策吸引，先后出台《荣昌区建
设新兴工业城市人才支持政策》
《荣昌区招才引智暨“百名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等人才新政，专
门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切实
增强人才政策吸引力。

荣昌还积极搭建发展平台，
新增国家级创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研发平台10家，建设院士专
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
个，新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9家，先
后与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
校签订校地人才战略协议，为各
类人才搭建能干事的广阔舞台。

高新区还着力提升人才服务
水平，至今已新建了135套人才
公寓，高层次人才可申请入住人
才公寓，实现免费入住、“每人一
房”和“随到随办、半小时入住”；
设立“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人
才办事“只跑一次、只找一人”；对

子女入学、项目申报、家属就业等
18类人才事项实行“全程代办、
专人专办”。

在建设创新高地上，高新区
去年设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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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高质量的创造。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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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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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国40多个科研院校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搭建创新平台、引进高
端人才，荣昌高新区至今已在“一
头猪”上取得重大科技成果：一是
培育出的我国唯一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人抗体转基因小鼠已进入
药物开发应用阶段。该人抗体转
基因小鼠主要用在肿瘤、器官移

植、自身免疫疾病等重大疾病的
全人抗体药物开发方面，将对我
市乃至全国抗体药物产业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二是已成功建立起
国内目前唯一一个无菌猪繁育平
台，并实现规模化建厂。该平台
单批次最高可提供80头无菌猪，
年可提供300头无菌猪，为科研
院所、医院和相关企业提供无菌
猪和无菌饲养技术支撑。这两项
成果标志着荣昌高新区已在动物
实验产业上抢占了国内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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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陶瓷地板砖自动化生产线

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开幕式现场 摄/刘汪洋

荣昌高新区是我国唯
一一个以农牧为特色的国家
高新区，近年来，高新区“抓
小不放大”，不盲目追求大项
目、高精尖项目，而是将“高
质量、供给侧、智能化”与荣
昌的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将

“一头猪”、“一片陶”、“一匹
布”、“一把扇”等特色产业做
出了高质量。

2018 年，荣昌国家高新
区 实 现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523.2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167亿元，工业产值、工业增
加值占到了全区的 74%和
71%，分别增长 19%、15%。
在高新区的带动下，荣昌的
工业运行质量排到了全市前
列。

张亚飞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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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高新区负责人表
示，他们今年将对荣昌国家
高新区实施体制优化工程、
区域拓展工程、产业集聚工
程、创新引领工程“四大工
程”，力争在打造创新高地、
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上取
得新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
荣昌高新区“高、新、特”地
位。

在实施体制优化工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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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抓住重庆产业向西
和全市总规修编机遇，争
取高新区规划面积拓展至
50平方公里；将坚持产城
一体化发展，精心建设高
新区拓展区；将加强高新
区用地保障，今年完成征
地报件1600亩、平场2200
亩，建成区面积扩大1.5平
方公里。

在实施产业集聚工程
上，将围绕智能装备、食品
医药、轻工陶瓷、农牧高新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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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眼镜
产业园入驻率达90%，盈田智造标准
厂房入驻率达80%。坚持以亩产论
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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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集群规模达到560亿
元，工业集中度达到75%，工业税收
增长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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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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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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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在2020年
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千亿级国家高
新区，为荣昌建设成为成渝城市群新
兴战略支点提供强力支撑。

荣昌高新区把传统产业做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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