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农产品产业集群

采取互联网+新经济合作
模式，充分借力京东云大数据优
势，大力发展健康食品、保健品
等生态农产品加工产业，打造京
东云（铜梁）产业培育中心·重庆
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围绕智能家电、穿戴设备、
个性化定制、智能家居等智能制
造产业，与京东、中科院绿色智
能研究院、重庆电科院等深度合
作，打造京东云（铜梁）产业培育
中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今年
将首期建成规模200亩的智能
制造产业园。

●大健康产业集群

依托巴岳山玄天湖、淮远新
区、小北海等山水资源，建设集
论坛会展、休闲康养、运动健身
等新兴业态为一体的国际健康
小镇。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依托重点新能源新材料企
业，突出发展动力锂电池、锂电
池正负极材料及分布式能源装
备和节能环保产业，以此推动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化发展。
其中，天齐锂业3年内将建成国
内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基地。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庆兰实
业、南雁集团为龙头的162家汽
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实现年产值
127亿元。

●轨道交通制造产业集群

依托中车导轨电车及其配
套项目，重点发展轨道车辆及关
键零部件、电力系统、通讯系统
等，实现产值200亿元。

六大产业集群

坚持“实业立区”不动摇，深化工业振兴行动计划

力争用2至3年时间再造一个铜梁工业

链接

本届西洽会，铜梁将携德国
斯威工业集团中德智能生产示
范园项目亮相开幕式集中签约。

斯威集团拟投资25亿元，
在铜梁高新区内建设中德智能
生产示范园，包括中德智能产业
研究院、德国智能制造设备展示
平台、高端CNC数控机床工厂、
中德高新技术产业园等。项目
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
值 100 亿元，年纳税总额 3 亿
元。

该项目的引进，对铜梁高新
区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高地，推进
现有制造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
线智能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具有重大意义。

瞄准重点方向，“招大引强
优链”。中德智能生产示范园项
目的引进，正是铜梁精准招商的
缩影。

据介绍，伴随着“工业振兴
行动计划”号角的吹响，铜梁将
招商引资作为“生命线”，迅速构
建起全新的招商工作格局。

全区首先充实了招商引
资领导小组领导力量和工作
队伍，增设项目研判论证组、
项目落地保障组、大庙园区招
商小组，形成了 1 个领导小
组、6 个专业招商小组和 3 个
综合小组的“1+6+3”招商工
作新格局，健全了从信息捕捉
整合、论证研判、对接签约、落

地建设的全流程服务工作体
系，凸显了招商引资的全程
性、精准性和专业性。

在此基础上，围绕六大产
业集群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
收窄出击范围，细化目标企业
清单，实现精准招商、靶向招
商。

同时，充分深化专业招商，
招商触角不断延伸。借力高校
和科研院所、市级部门、铜梁籍
成功人士等资源，搭建招商信息
平台；邀请环保、税务等部门参
与项目前期论证研判，为项目对
接提供参考；邀请专业机构参加
洽谈，提高项目对接精准度；瞄
准沿海发达地区，走出去“敲门
招商”。

突出市场化招商，按照“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专业化运营”
的原则，由重庆绅鹏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组建了市场化招商团
队，运用市场化思维打开思路、
找对方法，锁定目标，招引大项
目。

通过调整体制机制、转变工
作思路、创新方式方法，铜梁的
招商引资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
从盲目到精准、从感情到专业、
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2017年5月至今，全区共引进
项目161个，协议金额852亿元。

“我们将全力营造‘家’的氛
围，做好项目落地、建成达效各
项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这片热土
上做大、做优、做强，让各位企业
家在龙乡安心、安身、安业。”铜
梁区相关负责人说。

本届西洽会，位于N7馆 6
号展位的铜梁展台，将以“原乡
风情、大美铜梁”为主题，图文并
茂地展示铜梁工业振兴、全域旅
游、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等方面
的突出成绩。

届时，在铜梁展台，不仅能
够看到工业的“硬朗”，品味乡
愁的细腻，感受生态的灵动，还
有龙文化等独具铜梁特色的文
化元素，让大美铜梁，一览无
遗。

在整个展示期间，铜梁全新
打造的产业扶贫品牌“原乡小
艾”无疑将作为全场“看点”，给
人们带来无限期待。

传统艾草摇身一变为艾条、
精油、香囊……通过一、二、三产
业的深度融合，艾草这一家喻户
晓的中草药，瞬间焕发出全新的
生命力。

本届西洽会，铜梁将携一
系列艾草加工产品亮相展区。

在叫响“原乡小艾”品牌的同
时，铜梁也祭出了产业融合的
新手笔。

铜梁区少云镇，艾草种植历
史悠久，种植面积在西部地区位
居前列。如何利用好这一农业
优势，使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并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
铜梁将艾草种植、加工打

造、文化传承等作为突破口，提
出“原乡小艾”品牌建设，致力于
使其成为铜梁原乡风情的一张
崭新名片。

该区为此编制了艾草产业
发展规划，提出全区艾草种植面
积要达2万亩以上，其中今年内
就将实现万亩规模。

利用荒山荒坡，采取“公
司+集体经济+农户”的经营发
展模式，将发展艾草产业与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与脱
贫攻坚任务相结合，由重庆真艾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种苗、技
术、包产品回收，农户特别是建
卡贫困户以提供承包地入股，村
集体则做好宣传发动，平整土
地、组织艾草栽植、管护等工作，
最终收益按股分红，以此建立起
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机制和脱贫
扶贫长效机制。

目前，在“主战场”少云镇，
已经种植艾草3750亩，正积极
筹建“艾扶平”专业合作社，吸纳
建卡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
加入，由真艾公司专业人员进行
免费培训后，为艾草基地的种
植、管护以及产品粗加工等提供
劳务服务，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同时，正在积极研发足浴
粉、枕头、护膝、龙须香等艾草产
品，新申请1项发明专利、8项实
用新型专利。真艾公司还与重
庆市中药研究院合作，积极开展
了30亩艾草品种选育实验，品
种已达8个。

靶向招商——“招大引强优链”

叫响“原乡小艾”铜梁品牌

庆兰智能机器人 摄/唐彬

南雁集团技术研发中心一角 摄/唐彬

铜梁区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摄/唐彬

重庆安碧捷公司生产车间 摄/唐彬

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3月5日，铜梁高新区2019年首批项目
建设集中开工仪式举行。18个项目集中开
工，涉及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新材料、电子
信息等重点产业，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29亿元。

高新技术项目成为此次开工活动的“主
角”。其中，重庆壹壹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计
划总投资20亿元，建设手机结构件及3D玻
璃盖板生产项目，预计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40亿元。

重庆昂佳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赛车、无
人机、汽车备用锂电池生产项目，预计投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8亿元……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业跃升”工
程，坚定不移走实业立区之路，铜梁的“工业
跃升”，实现了“开门红”。

地处渝西腹地、川渝经济圈重要节点，
铜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深入推进“实业立区，创新强区，开放
兴区，生态优区”，聚焦高质量、发力供给侧、
推动智能化，大力推动工业经济发展。

2018年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长9.1%，工
业用电量、用气量分别增长11.2%、44%，显
示出强劲发展势头。

乘势而上。今年，铜梁聚焦工业振兴这
一重点，仍将继续发力——着力培育壮大支
柱产业、做优做强传统产业、扎实推进新兴
产业，统筹推进产业高新化、高端化、高质
化，进而推动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铜梁的目标是：用2至3年时间再造一个铜
梁工业，力争由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
军”变成“主力军”。

这一振兴崛起态势在今年一季度的一
组数据中可以找到答案——2019年一季度，
铜梁实现工业增加值45.42亿元，同比增长
10.6%，其中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完成工业投资 18.95 亿元，增长
17.16%。

壮大能级培育六大产业

张爱玲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有轨
电车的描述：“一辆衔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
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
林，克林，克林!’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
而生的驯服。”

在不久以后，随着铜梁造的导轨电车下
线运行，铜梁人也将迎来自己的电车生活。

城市交通日益发展，现代有轨电车作为
新兴的一种先进公交方式，已完成了从传统
到现代化的转变，并因其投资成本小、无环
境污染等优势，逐渐成为市场新宠。

瞄准这一商机，铜梁于2017年引进世
界500强中车集团落户，在铜梁建设导轨电
车生产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打造轨道交通
制造产业集群。

围绕集群发展，铜梁又以中车项目为依

托，重点引进轨道交通产业链上下游和为整
车企业配套的核心零部件制造、关键技术研
发等企业入驻，不断延展了产业链的吸附效
应。

目前，以重庆中车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00列导轨电车生产项目为龙头，铜梁已带
动通号万全、祥龙电气等10余家配套企业
进驻，同时在谈企业30余家。

此外，还在积极引导企业与研究机构、
高校共建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打造轨
道交通装备研究院。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铜梁希望将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做到200亿元。

壮大产业能级，是工业振兴的一大抓手。
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为代表，铜梁汽

车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智能制
造、生态农产品加工等六大产业均实现集群
发展，激发出崭新动能。

2018年全区新引进六大产业项目30
个，进一步推进六大产业集群现代化产业体
系构成。

夯实平台推动引凤来栖

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程车来回
穿梭，桩机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

云丁科技（租赁厂房部分）已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安创科技（一期项目）已投入试生
产、杰尔科技完成工程量的90%、产业大道
东侧土地整治项目接近尾声……

一个个重磅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今年一季度，高新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89.02亿元，增长1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13
亿元，其中工业固投14.5亿元、增长17%。

夯实发展平台，是实现工业振兴的又一
大要务。正在积极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的铜
梁高新区，无疑是铜梁工业发展最坚实的平
台，也是“实业立区”的主阵地。

如何把这一平台经营好，把这一阵地建
设好？铜梁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契机，狠抓
机制体制改革、市场化招商、重大项目建设、

安全环保底线等，确保了这一平台枝繁巢
暖，引凤来栖。

2018年5月10日下午，铜梁高新区企
业服务中心工商窗口通过“铜梁区361度企
业服务系统”，颁发出首张招商引资企业营
业执照。重庆丽彩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得到这张招商引资营业执照，全程仅用了30
分钟。

除了办证办件、审批事项，这一系统还
能办理企业税务服务、法律咨询、子女入学、
职工社保等事项。上线投用一年多来，通过
网上流程办结服务事项的便捷高效，受到了
企业的高度称赞。

启用行政审批流程再造集成创新系统，
这只是铜梁高新区“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依靠
企业”的缩影。

落实区委、区政府“大通道、大投资、大
项目、大保障”的工作部署，铜梁高新区坚持
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工
业跃升。

其创新成立的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也是
一个证明。

该委员会汇集经济、金融、法律等各个
领域的专家、企业家、研究性学者，下设战略
咨询、轨道交通制造、汽车零部件等8个专门
委员会，组建了汽车零部件产业联盟和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联盟。

作为政府和企业研究平台的“纽带”和
“智囊团”，该委员会不仅要为铜梁工业经济
发展献计献策，还为企业解决技术和资金需
求提供帮助。

这些举措增强了招商引资的软实力，更
是为铜梁赢得了产业发展的“硬效益”。

创新驱动实现协同发展

铜梁高新区产业大道旁，重庆庆兰实业
有限公司宽敞明净的车间里，听不到机器的
嘈杂声响，几名技术工人正操作着几十台智
能化机器加工产品，目之所及满是高科技的
气息。

这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高端制造企业，目前已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
轿车制动盘和前轮毂制造商。其建成投产
的2条精密铸造线、4条齿毂生产线和8条柔
性飞轮盘生产线均具备世界领先水平。

“从落地建设到现今的发展壮大，正是
因为始终坚持以研发促‘智造’，走创新发展
道路，才不断夯实了自身综合实力。”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凭借卓越的创新研发水平
和生产检测能力，经庆兰实业生产检测合格
的产品，得到奔驰等高端客户的高度认可，无
需再次检测即可直接送至生产线组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这一论述也为铜梁工业振兴指明了方向。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该区大力推进

工业创新驱动发展，深化大数据智能化融合
创新，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新产业培育、
传统产业转型，推动全区工业驶入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帮助企业挖潜增效，铜梁有针对性地出
台了支持企业融资、用工、技改、扩能、上市
的一系列政策，建立了36亿元股权投资和
产业引导基金，精准扶持112家企业实现技
改升级。

而今在铜梁，天齐锂业、长安离合等一
大批工业企业正加速推进技改扩能，力求做
大做强。

庆兰实业成功入围2019年全市100户
重点工业企业。环际低碳被评选为全市创
新100强企业，长安离合器、澳彩、泽田等9
家企业跻身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除了企业层面的创新，铜梁还在区级层
面聚焦创新驱动，狠抓“技术、产业、应用、人
才”等创新要素的协同发展。

比如目前，铜梁已与北京科技大学、重
庆大学等高校开展校区、校企合作，全区现
共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6个、市级中小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9个、市级重点实验室1个。

生态农产品互联网电商小镇生态农产品互联网电商小镇

原始地块尚待开发 摄/唐彬

铜梁城区铜梁城区

小北海全景 摄/唐彬

铜梁招商引资推介会

铜梁地处渝西腹地，是联通主城与渝西、联动
成渝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区域，更是承接主城产业转
移的主战场。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铜梁在全国、全
市“一盘棋”中谋定产业方向、找准发展路子，大力
实施“实业立区、创新强区、开放兴区、生态优区”，
深入推进工业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工业跃升倍
增工程，推动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坚持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组织一批重大招
商活动、补齐一批短板弱项、培育一批新的增长点，
铜梁将力争用2至3年时间再造一个铜梁工业，由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变成“主力军”。

王萃 王琳琳
图片除署名外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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