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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凸显——
大美武隆新沃土
投资兴业正当时

巍巍武陵山下，一座现代开放之城
正在崛起；悠悠乌江之滨，一座生态宜
居之城绿意盎然。

武隆之美，已久负盛名。这里集大
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之秀、乌江画廊
之幽，260多处自然景观串珠式密布全
境，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
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
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块金字招
牌，当前正全力打造“全国文旅融合示
范区”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绿色是武隆最亮眼的底色，全区林
地 面 积 330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3.5%，空气优良天数常年保持95%以
上，居重庆市前列。富集资源带来绿色
动能无限，全区水能蕴藏量240万千
瓦，可开发量190万千瓦，可开发风电
资源30万千瓦，页岩气商采后预计年
产能20亿方，是重庆重要的清洁能源
基地。

独特的地理、自然资源优势，不仅
构成了武隆滋润的生活方式，更让她成
为一方宜居宜业宜游宜商的投资兴业
热土。武隆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可持
续发展城市范例奖”，获评为“中国最具
投资潜力特色魅力示范区县200强”之
一，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誉为

“绿色崛起”的典范。

随着仙女山机场加快建设，武隆互
联互通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正在加速形
成。境内319国道、渝湘高速、涪南高
速、渝怀铁路、南涪铁路横贯全境，渝怀
二线开工建设；乌江航道水运便捷，工
业园区距正在建设的白马货运码头5
分钟车程，距重庆涪陵港区半小时车
程；渝湘高铁开工建设，建成后武隆30
分钟至重庆主城，融入主城“半小时经
济圈、生活圈”。

如今的武隆，正不断开拓创新，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速度日新月
异，以优质的政务服务，宜居的生活环
境，深厚的文化底蕴，特色的区位优势，
吸引着八方企业云集，成为创新创业、
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

精准出击——
开拓招商新思路
实现引资成果丰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思路超前、配

套系统齐备、基础设施完善……武隆为
投资者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投资环境，让
我们坚定了投资这里的信心和决心。”
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半山康养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多次
实地考察调研后，选择在武隆落地生根
发展大健康产业。目前，这个投资100
多亿元的“仙女山半山太阳季”项目正
在加快建设，未来，仙女山将成为令人
向往的“国际四季康养目的地”。

一个个落地开花的项目，给武隆经
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直以来，武隆
区将招商引资作为重点工作，按照“领
导挂帅、整合资源、精准招商、突出重
点”的总体思路，构建“1+5+3+2+N”
（1个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5个专业
招商小组、3个平台招商小组、2个服务
保障小组、N个单位部门积极参与）的
招商新格局，重点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
全市产业布局，把产业集群招商作为主
攻方向，紧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重点地区，以及市内主城区、两江新区
和“三北地区”等，集聚特色产业，积极

引进优质企业、龙头项目、基地项目、延
伸配套项目，拉长产业链条，培育主导
产业，促进产业集聚。

“除了重点聚焦文旅产业、生态工
业、城市建设、商贸服务业等方面引进
项目外，今年呈现新招商亮点，以‘招
好商、招大商、招强商’方式全面推进
招商工作。”武隆区招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武隆着力引进5G商用、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行业领域
的高端制造业项目，努力让武隆在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展示新作为。
同时，武隆立足“产城景融合”方面招
商引资，增强发展后劲，加快推动武隆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突破。

亲商安商——
提质增效优服务
筑好良巢引凤栖

“只需要把这些材料准备齐全，之后我
们都会为您提供全程的项目代办服务……”

5月8日，武隆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咨询窗
口前，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咨询的企业项
目经办人详细讲解代办服务。

“现在不仅可以项目代办，项目审
批也不用几头跑，跑一次就能完成多个
部门的审批，精简办事程序，提高工作
效能，为我们企业减少了办事环节的成
本。”谈到深化“放管服”改革，重庆武隆
仙女山归原艺术农业旅游公司负责人
为武隆招商项目“四段式”并联审批称
赞不已。

“只有亲商、爱商、重商、尊商，才
能安商、优商、富商。武隆将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切入点，在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高项目服务上铆足了劲头，
下足了功夫。”武隆区行政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武隆区创新
服务机制，推行“四段式”并联审批方
式，对要件齐备、要素齐全的招商引
资项目，审批时限从117个工作日压
缩至37个工作日，打通了服务企业的

“最后一公里”。建立代办制度，对企
业申请实行无偿全程代办，并免费快
递办件结果，将更多项目纳入“只跑
一次”范围。

除此之外，武隆区开辟绿色通道，
推行“容缺受理”“延时服务”新模式，
窗口可先予受理和审查，允许“边补齐
材料，边受理审核”。为投资企业设立

“企业服务港”，专为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工作洽谈、短暂休息等多功能的服
务场所，为入驻企业和项目业主进行

“一站式服务”，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见效。同时，还切实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难题，及时兑现企业应享受的
相关优惠政策，让投资“软环境”产生
硬效益。

枝繁巢暖凤自栖。如今的武隆，扑
面而来的是开放、开发的热潮，越来越
浓的是创业、兴业的氛围，企业纷至沓
来，好项目相继落地，在全力构筑投资
兴业新高地，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的
征程中大踏步前行。

创新引领精准招商 提档优化营商环境

武隆 构筑投资兴业新高地 支撑经济发展生命线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

生命线，更是武隆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

日前，武隆区招商引资
工作传来捷报：截至3月底，
全区新签约项目 9 个（其中
战略合作协议2个），签约金
额 67.7 亿元，迎来今年一季
度的开门红。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
西洽会期间，武隆拟签约文
旅、工业类共9个项目，协议
引资 181 亿余元。其中，投
资100亿元的仙女山国际生
态康养小镇项目将成为重点
签约项目。

立足新时代，武隆区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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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

“八项行动计划”，加强对外
开放合作，坚持科学招商和
精准招商，以优化营商环境
为抓手，切实深化“放管服”
改革，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奏响投资兴业的新乐章。

白马工业园区

寺院坪风力发电

刘茂娇 蓝倩
图片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从重庆出发，驱车沿达（州）万
（州）高速前行，两个多小时车程即可
到开江普安出口。刚出站，宽阔的迎
宾大道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素有“巴
山小平原，毓秀水乡”之美誉的开江扑
面而来，令人豁然开朗。

行走在开江县城，这座已有1400多
年历史的城市，处处秀美繁荣，充满无限
生机活力。全县60万人民正以热情洋
溢的笑脸，盛情迎接着天下宾客。

近年来，开江加快建设达州东向
出川、联动渝万对外开放合作门户城
市和交通枢纽重要节点，全方位推动
区域合作、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新成就。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加快发
展，把招商引资作为扩大开放的重中
之重，以一流的服务，迎接全国各地投
资商的到来。

同心聚力 实干争先
实现建设幸福美丽开江新突破

作为传统农业县的开江，尽管地
势平坦条件优越，同样面临着制约发
展的几大难题。

在产业发展中，开江主打发展“稻
田+”、“果林+”产业，基本建成3.5万
亩“稻田+”示范区，实现年亩产值
15000元、利润达到8000元，示范区
内12个村3.2万人实现人均可支配收
入13574元、增长12.1%。立足开江
油橄榄、银杏“两棵树”发展优势，将山
丘坡地按100—200亩划分为若干循
环农业效益单元，按照“以种定养”的
原则，林下种植牧草、金花葵和黄金葵
等作物，发展肉牛、土猪和土鸡等养
殖，形成了以果林为基础的“果林+”
循环农业系统。

为决胜全面小康、推进高质量发
展，开江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工业
经济更是突飞猛进，县内的用工需求
也越来越多。

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就
业？如何吸引更多客商寻梦开江、扎
根开江？在开江县委、县政府看来，唯
有搭建好创业就业的大舞台，才能引

得更多“天下客”在开江创业就业。
2018年，开江县深入开展“全民

创业”实践活动，先后设立返乡农民
工、大学生、妇女创业三大扶持基金和
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全面建成“开江县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千方百计扩大创
业就业、多种形式援助创业就业。

开江还给予企业物流补贴，大大
减轻了新办企业的负担。不仅如此，
大到工业用地，小到水电气，都给予极
大的优惠。特别是在设立的“扶贫车
间”，企业每招一人，开江县给予1000
元的建房或租房补贴、员工工资总额
5%的物流补贴、水电费70%的补贴，
并推出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进行
贴息扶持。

为持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开江近期又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
民营企业“激发民间活力、降低经营资
本、提升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

组织保障”五大重点领域，从厂房建设
和入驻、出口创汇、市场建设等方面，
细化了关于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支
持措施，明确要打造一批“开江造”品
牌和实施规上企业年营业收入新跨台
阶激励，单项奖最高为100万元。

真抓实干 奋发有为
开启县域经济发展新征程

开江把握大势，贯彻落实“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和“提升东向开放、达万
协同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主动向上
争取汇报，加强与周边县（市、区）联动
协作，谋定“两个定位”和县域高质量
发展“六大支撑”。通过全县上下不懈
努力，开江县城纳入全市中心城区一
体规划，开梁高速公路纳入全省高速
路网规划、启动工程可研，达万直线高
速公路纳入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规
划，城（口）宣（汉）开（江）大（竹）高速

公路作为川渝合作重要内容，成南达
万高铁正式确认过境开江、正在开展
工程可研，开江直连达万、通江达海、

“铁公水”联运优势更加凸显。
对于2017年入驻的劲抖科技来

说，一波波订单接踵而至，员工数量不
断攀升，从起初的130名员工到如今
增加了近3倍。据介绍，公司年交易
额已超亿元大关，员工平均工资已达
3000元以上。

除劲抖科技以外，其工业园区的
胜发电子、宇通不锈钢、莉丰电缆、联
峰电机、水性漆等企业均是不相上下，
可为家电企业提供电子、钢构、电线、
电机、表面喷涂等配套服务。

2018年，开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新成就，全年GDP达到了 131亿
元、增长8.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9.65亿元、增长10%，规上工业增加
值18.2亿元、增长10%，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72亿元、增长12%，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9元、14546
元，分别增长8.4%和9.6%。

敢想敢干 干成干好
夺取各项既定目标任务新胜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建设达州东向出川门户城市和

交通枢纽重要节点是一项系统工程，
只有敢想敢干、真抓实干、干成干好，
才能加快实现突破，结出优异硕果。”
开江县委书记罗建斩钉截铁地说。

开江作出了开展项目攻坚、产业发
展、区域合作、乡村振兴示范、城乡建设
和环境综合治理“六大竞赛年”活动的
决策部署，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激励动员
广大党员干部，分秒必争、快马加鞭，跑
起来干事、沉下去攻坚、跳起来摸高。

在区域合作上，开江已明确要扎
实推进达万协同发展产业示范园建
设，搭建更加开放的合作平台，落实更

加务实的工作措施，全方位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

在全面深化区域“大合作”上，开
江已成立融入川东北经济区和达万区
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编制
融入川东北经济区和达万区域协同发
展战略规划，制定联动周边、深化合作
实施意见，重点推进达万协同发展产
业示范园建设，全方位推动区域协同
发展，力争引进合作示范项目2个、建
成“飞地园区”1个。

为加快建设“外联、互通、内畅”交
通网络，开江已成立“五年交通大会
战”协调领导小组，明确要开工建设开
梁高速公路，全力保障成南达万高铁、
达万直达高速公路和达开快速通道建
设，全面建成“三条大环线”、“三条绕
场路”，着力打通“三条大通道”。

文/图 黄伦高 何努

开江 为“天下客”搭建追梦大舞台
在川渝之交群山环绕的大巴山南麓，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她文化厚重、景色迷人、生机盎然，她就

是有着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区、国家五金工具生产基地县、中国油橄榄之乡、四川银杏之乡、四川鸭鹅之乡、
全省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多项美誉的四川省开江县。

琪韵电子耳机生产车间琪韵电子耳机生产车间

工业园区鸟瞰图工业园区鸟瞰图开江县城新貌开江县城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