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工业园区完成工业

总产值135亿元，其中规上产值

127.6亿元，均保持15%以上
较快增长。

●2018年成功举办2次招商引

资集中签约活动，新签约64个项

目，协议引资604.6亿元，到位

资金154.4亿元。

●15个项目投产放量，实现

规上工业总产值175亿元、增长

12.1%;完成工业投资43亿元、

增长15.1%，增幅居全市前列。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入驻项目

达到20个。
●商贸物流园区新增运营面

积5万平方米，新签 约 一 批 品
牌商家。

●京东商城“中国特产·南川
馆”上线，全区电商交易额达到

9.5亿元、增长26%。

●2018 年兑现扶持资金2.2
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

41.9%，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

累计使用额度突破5.5亿元。

●完善企业上市政策体系，5
家企业OTC挂牌。

●新入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

31家、高成长科技型企业7家，

新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重

庆市高新技术产品24个，新增发

明专利60件。
● 2018 年 全 年 引 进 外 资

5700万美元，开放发展取得新
成效。

●1-3 月外出考察80余家
企业，接待考察企业100余家，

目前全区储备招商项目162个，

总投资额807亿元。

●2019年将引进工业项目50
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项目10
个，力争签约落地率达到90%以
上。

今年南川将继
续增强招商引资实
效，主动走出去，积
极引进来，力争全
年实际利用内资增
长20%以上，实现全
年新引进项目50个
以上，投资总额超
过600亿元，并提高
签 约 项 目 的 履 约
率 、落 地 率 、投 产
率。

二季度，南川
将力争签订浙江之
恩 环 保 产 业 园 项
目、中民筑友、方汀
机械、福建星源农
牧科技种养循环等
17 个项目，协议引
资 200 亿元。为提
高 招 商 引 资 精 准
度，南川还将以产
业发展前景、投资
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能
力等为关键指标，对招商项目进行
综合评估，减少虚假不实项目的引
入风险。

招商引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大工程，为此南川将凝聚各级各方
合力推动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包
括建立全区招商投资促进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招商投资
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优化招商投资
考核机制、创新招商队伍管理机制、
完善招商投资服务机制等。

练好产业升级内功
聚合城市发展外力

南川区释放招商引资新信号

作为全国资源型

转型试点城市、中国

最具生态竞争力城

市，近年来南川围绕

“工业提质、旅游升

级、乡村振兴、城市提

升”等方面精准发力，

全力推动了南川经济

高质量发展。2018年

全区 GDP 达到 280.4

亿元、增长7.2%，增幅

连续8个季度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经济社

会发展保持了良好势

头。

南川经济蝶变实

际上也生动诠释了用

好招商引资这“关键

一招”的重要性。

工业园区“一园

四组团”竞相发展、6

个主导产业已具雏

形、以工业为主导的

新型产业体系正加快

形成的背后，靠的就

是招商引资。

练好产业升级内

功，聚合城市发展外

力，南川通过拓展招

商方式、强化企业服

务、推动产业集聚等

方式，促进了入驻企

业向高质量、智能化、

集群化发展，也释放

出招商引资走向招大

引强、招高引新、强链

补链的新信号。

主动出击拎包就走
招商工作马不停蹄

今年1-3月，南川区各级领导分别带
队到北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考察
了浙江之恩环保、蓝城集团、韩国晓星等80
余家企业，同时还接待了中国航天科技、科
大讯飞、中交投资、国家电投集团等考察企
业100余家。

马不停蹄地开展招商考察工作也换来
了签约“开门红”。

“现在很多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招商引
资竞争也在加剧。”南川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正因如此，才要更加坚定
招商信心，并且厘清招商方式。

一方面，南川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全
区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围绕既定产业，
放眼“北、上、广、深”及重庆主城，主动出
击、拎包就走，坚定招大商、招好商、招实商
的信心，专门派出7名干部常驻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地区收集信息招商引资，实现
全年工业招商引资在渝西片区排名实现提
档升级。

另一方面，南川坚持突出招商重点，激
活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做高层次；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实基础；
针对产业链短缺薄弱环节，积极引进强链
扩链型、集群配套型、龙头基地型项目，做
实主导产业支撑体系。

工业招商“唱主角”
加速产业链延伸补缺

工业是南川的立区之基、强区之本。
特别是去年以来，南川工业再绘“新版

图”，页岩气勘探投资突破15亿元，成为拉
动增长新引擎，停产多年的中铝80万吨氧
化铝项目也全面启动复产，超群轮毂、鸿路
钢构等15个项目投产放量，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175亿元、增长12.1%，增幅居全市
前列……

南川招商引资“重头戏”就是强化工业
招商，夯实工业经济主体地位。

依托“一园四组团”定位，南川重点引
进中医药、铝材料、页岩气、新型建材、机
械制造等主导产业，提质存量、做优增量，

努力实现“工业跃升”。
招商引资需要精准，在南川工业园区

不同组团的招商定位也不同。
据悉，龙岩组团着重引进人工智能、集

成电路等新兴产业核心项目和配套企业，
同时引进大数据领军企业和开发应用平
台；水江组团重点引进页岩气综合利用项
目，助推能源产业发展以及赤泥等固废综
合利用；南平组团重点引进整体厨卫、装配
式内装部品等新型建材及智能家居制造项
目；大观组团着重引进生命健康、生物医
药、中药饮片、中成药、食品加工等项目。

瞄准不同的方向招商令南川工业“一
园四组团”格局特色鲜明，在培育新动能的
同时加速了产业链的延伸和补缺，加速了
产业聚集推动经济发展。

从千方百计呼唤
到用智用力招商

过去，为了“引凤来”，南川也是使出浑
身解数，千方百计呼唤企业入驻发展。但
扩量的同时，南川也逐渐发现关键问题不
是招多少，而是招什么、怎么招。

南川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谈
到，招商引资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应
着眼“互联网＋”时代的重点领域，寻找对
南川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支撑力、带动力、影
响力的大项目、好项目，因此南川从千方百
计呼唤走向了用智用力招商。

据悉，南川坚持以商招商、以情招商、
产业链招商、择商选商。除了做好驻点招
商工作外，还开展返乡创业招商，鼓励在外
南川籍老乡回南川投资，并与国内外驻渝
机构、商会协会等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交
流机制，广泛收集投资信息。同时该区还
坚持专业小分队精准招商与大规模、高层
次招商推介相结合，精心策划多个主题招
商活动，例如提前谋划第二届西洽会以及
第二届智博会签约项目。

“用情用智”不仅体现在拓宽招商渠道
上，还体现在创新招商方式上。

一方面，南川借助自身旅游优势、生态
优势、农业优势，积极引进精品民宿、度假
酒店、休闲娱乐设施及生态康养产业，同时
引进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优质项目，围绕

方竹笋、大树茶、中药材和南川米“3+1”特
色产业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南川还重点引进采用使用
者付费模式和投资规模大、投资收益稳、市
场风险小的基础设施优质项目，并通过加
强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科技创新
合作，为产教融合注入更鲜活的动能。

西部最具投资潜力区
开出服务大礼包

为了支持企业大力创新，南川出台了
14条鼓励创新的政策，设立1000万元创业
种子投资基金。

有强大的软实力、硬支撑，才能引来
“金凤凰”。

南川是“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区”，
荣居“中国百佳投资潜力区”第三位，投资
环境可见一斑。为了提升招商引资成效，
南川开出了服务大礼包。

除了创业种子投资基金外，南川想企
业所想放宽政策，对新入驻项目在税收、用
地、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厂房等方面量身
定制优惠政策，解决企业发展后顾之忧。
在项目审批上推行“一章结、一费清”改革，
全面提升办事效率，园区服务企业实施“绿
色通道”，项目审批全程代理、限时办结。

南川深知，要吸引更多企业扎根南川
还需不断强化服务。

近年来，南川推进了招商引资机制体
制改革，把招商引资工作上升为“一把手工
程”。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站式”服务，打破
传统“招商洽谈、落地建设、投入生产”分段
式服务模式，成立了专门的科室，从政策咨
询、协议签约、工商注册、项目备案、规划设
计等前期手续专人专班全程服务。

此外，重点项目还要落实责任制，并提
供“一对一”和“一条龙”服务。

为保障企业权益，南川进一步完善了
优惠政策兑现机制，成立专门科室负责审
查企业履约情况、评估兑现标准，及时兑现
相关的优惠政策。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川区招商投资促进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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