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经开区
聚焦智能制造 引领开放发展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重庆经开区”）于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西部地区最早设立的国家级经开区。重庆经开区设立以来，先后带动完成近
90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任务，成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

近年来，重庆经开区围绕建设多功能产城融合示范区目标，立足智能制造高地、开放引领高地两大定位，重点发展智能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区域经济规模稳步增长。在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名列第31位，位列西部第三、全市第一；53项考核
评价指标中，32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上年增加了8项，正朝着打造“全国一流开发区”的目标阔步迈进。

多项政策优势叠加

首先是国家战略汇集，西部
大开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自贸试验区、中新合作等国家
级战略优势叠加，为重庆经开区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是以弹子石中央商务区
为核心的自贸区，重点发展产业
金融、保险服务、金融综合服务为
核心的新兴金融服务业及总部经
济和商旅服务业等。

第三是在中新战略性互联互
通合作中，积极探索在金融服务、
电子信息、交通物流、现代服务业
四大方面寻求突破。

第四是启动建设迎龙商务
区，围绕重庆最大高铁站——重
庆东站，按市政府规划定位发展
为全市重要的客货运交通枢纽、
全市重要的对外开放平台、全市
重要的商贸聚集区。

最后是对标贵阳数谷、武汉
光谷、合肥声谷，聚力建设中国智
谷（重庆）科技园，支撑重庆打造
国家重要智能产业基地、全国一
流智能化应用示范之城和数字经
济先行示范区。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聚

焦“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依
托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切实
抓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初步形
成电子信息（含人工智能、智能终
端、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医药
大健康、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基础。

电子信息产业，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
算“大智物移云”五大产业为发展
方向，突出以智能终端为重点的
先进制造业，以物联网为重点的
信息服务业，依托招商引资载体，
打造科研院所、商务运营、终端制
造、投资融资四大集群。拥有国
内手机排名前十手机品牌企业2
户——VIVO和百立丰，手机产业
链配套企业100余户，三大运营
商之一的中移动物联网公司，拥
有10余所国家、部(省)级科研机
构，6个国家级技术平台：西部唯
一的移动通讯检测中心——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赛迪
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西部分院、
交通部通信信息中心西部分中
心、智能终端软件测评中心、软件
和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北斗运营
中心及北斗产品入网检测中心。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电子信息(物
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发改委)、
国家移动通信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国家科技部)、国家高技术产业
基础(国家工信部)和国家首批智
慧城市试点城区。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
展制冷设备、数控机床、电机电子
等产业，已形成以数控机床、通用
机械、电气设备、船舶制造等机电
装备为主体，以汽车、仪器仪表、
专用设备等其他行业为辅助的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体系。拥有中国
最大的制冷产品制造商——美的
集团；拥有国内第三轴承生产企
业——长江轴承，中国最大的流
体机械生产厂、机械工业500强
——通用工业。代表中国齿轮制
造最高水平的重庆机床集团在经
开区建立了生产基地。

医药大健康产业，依托迎龙
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和南滨路、南
山、广阳岛、迎龙湖等资源，促进
旅游、文化、健康、养老、教育培训
等产业招商，形成幸福产业集
群。突出以生物医药为重点的大
健康产业，全力推进医药研发制
造、医药流通、医养结合、体育健
身、健康服务咨询、专科医疗机构
等聚集发展。

现代服务产业，重点发展以
现代物流、专业市场及总部经济
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产
业基金、供应链金融、保险服务、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科技金融等
新型金融企业，建成全市金融综
合配套服务基地。促进商贸服务
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
服务业转型升级。

开放窗口作用凸显
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推进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参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开发区
协同发展联盟，成功当选长江经
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充分发挥重庆经
开区对外开放桥头堡作用，努力
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各
类开放平台不断完善。迎龙商务
区、重庆东站、铁路枢纽东环线、
保税物流中心在区域内布局，法
斯特公用型保税仓、出口监管仓
投入运营。先后引进优势企业
500余家、国际知名企业60余家，
成功引进微软、高盛、美的等在区
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6家，引
进维沃、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
心、万和药业等30余家行业百强
企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外贸
进出口企业达到378户。

区位交通便捷通畅
重庆经开区位于重庆主城九

区中“黄金三角”地带，是从“长江
黄金水道”下游进入主城的门
户。区内重庆高铁东站(目前已确
定有渝湘高铁、沿江高铁、渝西高
铁、渝万高铁、渝贵高铁等线路通
过)、枢纽东环线(客货两运)建成
后，将融入重庆铁路枢纽网，形成
公路、铁路、水运共存的综合立体
交通体系，实现“铁、公、水”联运，

保障企业运作高时效，物流集散
无延滞。境内重庆内环、外环高
速与成渝、沪渝、兰渝、渝湛、渝
遂、渝湘等多条高速公路干线连
接，距重庆火车站12公里、朝天门
码头13公里、江北国际机场31公
里，车程均在20分钟之内，区位优

势非常显著。

城市配套不断完善
重庆经开区位于主城半小时

核心经济圈内，所在区域——江
南新城是南岸区行政中心所在
地，是与南坪、观音桥、沙坪坝、杨

家坪、西永等城市副中心定位功
能相似的区域性商业、商贸经济
中心，是重庆市东部新城核心，承
担带动东部新城发展的功能。

人才科研——10余所国家、
部级科研机构，5所高等院校和多
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可以为企
业提供各类人才和科技支撑。

教育医疗——拥有重庆市11
中、珊瑚中学、珊瑚小学、同景中
小学、龙门浩职业中学、南坪实验
幼儿园等名校。拥有重医附二院
江南分院、重庆市东南医院等多
家医院。

居住配套——拥有碧桂园、
金隅大成、鲁能地产、庆隆屋业、
恒大地产、融创地产、金科地产等
多家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
设的居住小区。已建成200万平
方米的“城南家园”和133万平方
米的“江南水岸”公租房。

商业配套——南坪商圈、江
南新城商圈等可以满足企业人员
各种商业需求。

公共服务——人民广场、湿
地公园、歌剧院、文化艺术中心、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服务配套
完善。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政务服务优质高效。作为全

市 3 个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区之
一，重点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寻
求突破，力争为全市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推行承诺审批、
容缺审批，探索联合勘验、联合审
图、联合验收，实行审管分离，全
面实现综合窗口审批，产业投资
项目审批代办服务机制不断完
善。

企业服务贴心到位。一站式
服务平台、专业化服务团队、全程
化服务保障，让企业专注于自身
经营和发展。不断健全企业服务
工作体系，优化办事流程，做到企
业服务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进
企业、解难题、强服务、促发展”走
访调研活动，及时帮助企业解决
注册入驻、项目建设、生产经营、
职工生活等困难及问题。

陶永国 图片除署名外由重
庆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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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西洽会
描绘发展新蓝图

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下称“西洽会”）重庆经开区展区位于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N8-6馆，约500平方米，展区按
照“‘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展区”、“智能化展
区”、“大数据平台展区”、“车联网平台展区”
四大板块布展。除展示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果
外，还有15家经开区行业龙头企业参展，采
取实时演示、轮插视频、实物演示、体验互动
等形式进行展示。格罗夫的氢能源汽车，京
东的无人车、无人机，九天微星的卫星，深兰
科技的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品将在展区亮
相。

重庆经开区招商引资质量稳步提升，易
华录数据湖产业园、深兰科技“一带一路”区
域总部、中铁建重庆总部基地、卡斯因3D缝
纫项目等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同时，与高通、
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开展项目合作，新
增德富莱、机床集团神箭公司等一批智能制
造项目，引进重庆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国
家3A级实验室等国家重点科研平台。去年
西洽会以来，累计完成签约项目43个，签约
金额达355.06亿元。

重庆经开区
重点企业展示（部分）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
该院在充分释放工信部通信设备入网检

测贴近服务的优势基础上，立足“政府高端专
业智库、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定位，在4G/5G、
无线电管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与前瞻布局。拥有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为
权威的信息通信国家级科研检测平台，在检
测、科研、咨询等方面具备深厚的基础。目前，
该院已购置了5G的测试设备，在未来将支撑
5G领域的技术测试，保障5G技术发展及相关
应用。

●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终端研发、营

销、移动互联网运营、电子产业园打造的国家
高新科技企业。拥有3个生产基地、4个研发
中心，旗下有 lephone 乐丰、dazen 大神、
lesun三大品牌，2016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百立丰对外贸易取得
较好发展，先后开拓了南非、刚果等16个非洲
国家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的手机市场。2018年实现外贸出口约1.7亿
美元。

●深兰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快速成长的人工智能领先企业，

作为平台型世界级AI Maker，致力于人工智
能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人工智能产业链智能
软件输出及自主硬件设计和制造。依托自主
知识产权的深度学习架构、机器视觉、生物智
能识别等人工智能算法，深兰科技已在智能驾
驶及整车制造、智能机器人、AI CITY、生物智
能、零售升级、智能语音、安防、芯片、教育等领
域广泛布局。2019年1月正式落户重庆经开
区，将在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设立深兰“一
带一路”区域总部，该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
主要建设1个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器、4个研究
院及总部和1个人工智能制造基地，销售涵盖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
相关国家。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是专门从事特种车辆和设备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备
工信部信息系统集成二级资质，获得国家专利
100余项，资产规模达13亿元。公司可提供警
用、军用、机场用、消防用车辆及设备的全系统
解决方案，旗下拥有防弹车事业部、集成车事
业部、南方迪马、重庆达航和迪星天等业务板
块，其生产的运钞车连续多年保持国内市场占
有率第一位，市场占有率达40%。近几年，该
公司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运钞车、飞机场客机
车远销南非、伊拉克、伊朗等国家。

●格罗夫氢能汽车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独立创新发展的氢能乘用

车企业，其经营范围包括氢能汽车的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氢能汽车及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专用客厢车、专用货车、改装车及汽车零
部件的制造、批发零售等。格罗夫重庆试制试
验基地由车身成型与分装线、底盘分装线、总
装线等部分工序构成。2019年，格罗夫重庆
项目将试生产500台氢燃料电池车，预计到
2020年具备万辆级批量生产销售能力。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该中心是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和“面向

全国、辐射亚太”的要求组建的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股东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华润燃气、新
奥能源、中国燃气等全国性油气企业，重庆能
源、重庆化医、延长石油、湖北能源等区域性能
源化工企业，以及中信证券、博恩科技等金融
科技创新类企业。交易中心以管道天然气、成
品油、液化天然气和大宗石油天然气化工品等
现货为基础交易品种，致力形成立足中国、面
向世界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在加快形成
国内天然气常态化交易的同时，该公司还注重
对接境外油气资源，积极与马来西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美国等国石油公司沟通，引入国际
资源参与交易。去年4月正式上线运营以来，
累计实现交易金额467亿元。

中国智谷重庆

格罗夫重庆试制试验基地 摄/梁啸鹰

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东站（效果图）

长生河畔的踏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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