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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

江小白生产流水线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鸟瞰效果图

蓬勃发展的江津

珞璜长江枢纽港ABB涡轮增压高精密涡轮增压器主构件数字化车间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加快发展

在搭建技术服务平台上，江津区政府积极牵线搭桥，
支持企业、高校和院所引进了蹇锡高、刘人怀、宋湛谦、蒋
剑春、周远、石学敏等院士及其团队，与渝丰电缆、霏洋环
保、龙煜精密铜管等企业及单位设立了5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

在科研技术研发平台上，江津分别与重庆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共建了重庆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重庆市中药研
究院共建了重庆中药研究院江津分院及大健康产业研究
院，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富硒产业教授工作站，与深圳浪
尖集团共建重庆浪尖工业设计研究院，与西北工业技术研
究院共建西北工业技术（重庆）研究院，位于双福工业园的
江津区科技创新中心已投入使用。

在科技金融服务上，为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江津推出了创业种子基金、专利质押融资、科技型企业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3只科技金融产品，已有约200家企业获
得6亿元左右的贷款融资等科技金融支持。

这些激励支持措施使当地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
快应用智能化，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效益。渝丰电缆通
过开发70年长寿电线、防火电缆、网络神经电缆等高科
技、智能化产品，实现了年均30%以上的增速；东风小康
通过建设数字化车间、开发智能网联汽车，车辆售价由过
去的3万余元提高到十五万元左右，产值由过去的10亿
级增长到现在的百亿级；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重庆耐世
特人均产出同比增长约97%，在没有增加人员的情况下，
销售收入从2016年的4.1亿元左右增加至2018年的6.8
亿元左右；同样是通过建设数字化车间，ABB涡轮增压人
均产出同比增长约90%……

今年以来，江津区已建成重庆市级数字化车间14个，
预计全年74家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预计今年全年，江
津区智能产业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

江津有优势
有条件有能力

“江津在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上将大有作为！”江津
区负责人表示，江津产业基础雄厚，拥有综保区对外开放
平台和众多高校资源，在引进培育智能产业、推进智能化
改造、推广智能化应用上具有广阔空间。

在产业上，江津拥有双福工业园、德感工业园、珞璜工
业园、白沙工业园4个工业园，是重庆工业大区，拥有国家
现代农业园区、四面山国家5A级景区及双福国际农贸城
等一批大型专业市场，是重庆的农业大区、旅游大区、商贸
大区。随着江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可为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提供重要应用驱动力。

在开放平台上，已于今年封关运行的重庆江津综合保
税区，是重庆继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之后
的第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该综保区紧邻年货运量
2000万吨的重庆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和年吞吐量
2000万吨的珞璜长江枢纽港，“水公铁”多式联运条件成
熟，成为串联起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重庆）、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重要开放平台。

在人才资源上，江津拥有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等7所高校，在校师生超8万人，为江津推进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在去年举办
的首届智博会上，江津与阿里云、重庆交通大学、慧科集团
签约成立智能交通大数据学院，联合培育专业技术型人才
和技能型人才。在本届智博会上，“数智重庆·全球产业赋
能创新大赛”将在江津举行，江津将作为固定办赛地点，每
年举办一届该赛事。

加快推进形成
“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江津区负责人表示，该区正按照《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深挖
大数据智能化的商用、政用、民用价值，加快推进形成智能
化应用、智能化改造、智能产业“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在发展智能产业上，江津区立足主导产业，将智能网
联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智能硬件、汽车电子、集成电路作
为大数据智能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利用好江津传统企业
多的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服务
企业，按照“改造提升一批、培育壮大一批、招商引资一批”
的思路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产业。

在推进智能化改造上，重点通过支持企业开展“机器
换人”技术改造，以及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建设，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升级发展；通过支持工业设计
服务、协同化研发与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等大力推广服
务型制造模式；通过推进企业信息系统集成融合、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等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通过
推进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加快提升企业智能化
管理水平。

在推广智能化应用上，将结合江津停车难、发展旅游
产业、发展富硒产业、发展综合保税区、加快各工业园升
级、教育均衡发展、开展放管服改革的实际，把智能交通、
智慧旅游、智慧农业、智慧园区、智慧教育、智能政务、智慧
社区作为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主攻方向和切入点。

近年来，江津区自觉将区域发展放在全市大局中思考和谋划，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
强化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招商引资的同时，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壮
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创新生态，促进“江津制造”加快向“江津智造”转变。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区
自今年5月28日成立团结湖·大数
据智能产业园筹备组以来，已有序
开展规划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招
商引资等相关工作。

根据规划，江津将力争用3-5
年时间，将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
业园打造成凸显园区生态和人文
色彩、产业与城市功能有机统一，
以大数据采集存储和先进算法为
基础，以智能传感、智能设备、人工
智能为主导产业的新兴科技园区，
引领江津产业提档升级，助力重庆
高新区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拿出最好土地
走“高举高打”路线

根据规划，团结湖·大数据智
能产业园以双福新区团结湖为核
心，包括团结湖以北、团结湖以南
两大板块，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
其中产业建设用地面积约 1800
亩，团结湖水域面积约1200亩，沿
湖公园绿地面积约1200余亩，道
路等基础设施占地约300亩。

为高品质建设团结湖·大数据
智能产业园，江津区从产业园筹备
建设之初，就决定走“高举高打”路
线，在产业和园区功能规划上立足
本地实际和国际视野，探索特色发
展、差异发展路径。由区长亲任筹
备组指挥长。

与此同时，该区邀请世界五大
行之一的仲量联行，对团结湖·大
数据智能产业园进行规划设计。
目前，该园的规划研究方案经规划
单位多次调研，反复论证，并咨询
区决咨委部分专家意见后，已于今
年7月经规划专题会原则通过。

加快融入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我市将发展高端智能
产业作为面向未来、走向全球，开
辟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抉择，并于
2018年举办了首届智博会。紧接
着，重庆确认了重庆科学城的建立
及选址计划，并随之推行重庆高新
区扩容升级。可以预见，重庆高新
区将成为重庆继两江新区之后又
一新的经济引擎。

与此同时，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进程加快推进。而地处重庆
主城以西的双福新区，既是重庆高
新区、重庆科学城的规划范围，又
位于成渝城市群主轴线上，在成渝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庆高新区发
展中承担着“前沿阵地”与“先行
区”的重要作用。

江津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就是顺应这一趋势而着力打造
的新兴科技园区。

拥有良好
产业基础和城市配套

江津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还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城市配
套，为加快推进团结湖·大数据智能
产业园建设，提供了有力条件。

从产业来说，包括双福新区、
德感工业园、珞璜工业园、白沙工
业园在内的江津工业园区，拥有雄
厚的工业基础，2018年实现规模
产值1269.2亿元，总量居全市工业
园区前三位；江津工业园规上工业
企业达400多家，目前，这些企业
正加快提档升级步伐，为大数据智
能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市场。

与此同时，周边还布局了双福
国际农贸城、和润国际汽摩城、攀
宝钢材市场等一批百亿级专业市
场群，为大数据采集提供了重要的
数据资源。

从城市配套来说，产业园可谓
集公路、轻轨、高铁于一体：周边拥
有成渝、九永、绕城3条高速、共4
个高速公路下道口；轨道5号线跳
蹬至江津段计划明年底前建成投
运；即将建设的渝昆高铁将在当地
设站……仅产业园所在的双福新
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28平方
公里，城市人口已近28万人。另
外，周边还拥有重庆交通大学、重
庆电讯职业学院等6所大学及职
业院校，在校学生超过6万人，人
才保障充足。

不仅如此，江津还设立了每年
不低于1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出台《江津区科技创新促进高
质量发展10条激励政策》等，大力
引进和培育科技企业、科技人才。
其中，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享受
1000万元安家补助，急需紧缺博
士最高可享受200万元安家补助、
5000元/月人才激励金、最高30万
元的购房补贴。

明确“1+3+X”
产业发展思路

据介绍，经借鉴东莞松山湖、
苏州国际科技园、杭州云栖小镇等
案例，并结合江津的优势，团结湖·
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已明确了“1+
3+X”的产业发展思路：“1”就是以
大数据采集存储和先进算法为基
础，“3”就是重点发展智能传感、智
能设备、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产
业，“X”就是衍生若干个具体行业。
从业态比例来看，将按照两个“三
七开”的比例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
指导原则，即用地空间上，基础配
套与产业用地的比例按照3:7来

确立，研发与智能制造的产业比以
3:7作为比例。

从实施时序来看，结合双福产
业基础和地块现状实行“三步走”：
第一阶段，团结湖北区先期启动基
础配套设施的完善和大数据存储、
智能产业的研发、孵化等产业的引
入；第二阶段，团结湖南区，重点抓
基础配套的提质升级和总部经济、
企业创新加速、大数据研发应用等
产业的导入；第三阶段，南北大道
以东区域，重点抓智能制造产业的
落地。在功能分区上，产业园将打
造“一湖两区四基地”功能分区。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筹
备组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产业园将
立足重庆市工业大数据集散地、重
庆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
重庆高新区智能化专业人才输送
中心定位，打造以工业大数据为发
展目标的智能产业园区，争创重庆
唯一工业大数据采集、存储、超算
和应用一体化的智能产业园区。

已在招商引资上
取得初步成果

据了解，江津自今年5月成立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筹备组
以来，已有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招
商引资等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

在路网和配套设施建设上，双
向六车道，总长分别为1.8公里、
1.5公里的福城南干道中段、团结
大道二期即将动工建设；团结大道
附属景观工程预计10月中旬动工
建设；团结湖北区西侧道路设施完
善及景观工程预计9月底完工；团
结湖公园建设加快推进；主要干道
至团结湖区域的慢行系统设计工
作已经启动，拟先期设置3-5个共
享电动自行车存取站点；新增至团
结湖区域的公交线路已纳入园区
交通规划，预计8月底开通；建筑
面积达4.2 万平方米的人才产业
园，已确定装修工程方案……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的
招商引资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并初
见成效，已经入驻北航团队的光纤
陀螺仪项目、军民两用无人机项
目、反隐身测试系统等项目；西北
工业研究院及高新智能装备项目；
低功耗LED智能显示屏项目，多
弧科技电弧离子镀项目、智能视
觉产业基地、微波芯片设计研发
及智能家居产业基地项目、健康
信息研究院、浪尖设计等30余个
大数据智能产业项目。正在洽谈
对接的项目近40个，有近10个项
目也已进入合同细节磋商的实质
性推进阶段。

双福工业园是重庆二环经
济带上交通最为便利的区域，绕
城高速、成渝高速、九永高速穿
境而过，在新区设立4个下道口；
轨道交通5号线即将建成投用并
设立东西两个站点，轨道交通17
号线择期开建；渝昆高铁江津站
设立在双福工业园。

双福工业园“产城、融城、同
城”三城同步协调发展，先进制
造业、商贸流通业和休闲旅游业
并驾齐驱，江津区第一人民医院
和福城医院等4家医院筑牢双福
医疗体系，双福实验小学等5所
小学、重庆育才中学等2所中学、
重庆交通大学等6所高等院校超
6万学子齐聚双福，吸附起2840
家企业聚合，其中工业企业565
家，规上工业企业119家，2018
年实现规模工业产值 439.5 亿
元；商贸企业2230家，2018年实
现商贸流通额602亿元。

近年来，双福工业园致力于
培育大数据智能产业，搭建起了
3平方公里的团结湖·大数据智
能产业园，2019年新引入反隐身
测试及隐身维护支持项目、5G应
用领域的智能穿戴智能眼镜视
项目、医之舟健康大数据项目、
罗普特安全科技园等一批大数
据智能化项目；自行者惯性导
航、多弧表面技术处理、康铖数
控机床等10余个高端制造项目
开工建设，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项
目已达30余个，为双福大数据智
能产业集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园区还建成院士工作站
2个，市级博士后工作站3个，创新
创业平台3个，工业设计平台2个。

未来，该园将围绕建设团结
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大力发展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积极引进总
部经济和税源型企业，着力打造
江津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

高举高打
建设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

白沙工业园，是江津工业园
区“一区四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位交通条件优越，长江黄金水
道流经园区，渝泸高速、重庆三
环高速公路穿园而过，紧邻重庆
绕城高速和四面山高速公路，在
建的白沙长江大桥和合璧津高
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
高速公路、成渝铁路货运站、港口
码头无缝连接，形成“水公铁”联
运优势；基础配套设施完善，辖区
内有江津第二人民医院，重庆航
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商学校、
聚奎中学、白沙中学、双槐树小
学、重庆市示范幼儿园白沙幼儿
园等医疗教育机构，形成较为完
善的配套服务体系。

园区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
加工、机械加工、新型材料三大
产业，是国家级农产品加工基
地，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重庆
市机械加工基地和白沙城市拓展

新区。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引
进江小白酒业、骄王天然产物、三
易食品、幄晟科技、智博粉末冶
金、科欣塑料等各类项目219个，
协议引资约332.26亿元。

下一步，白沙工业园将围绕
产城融合、文旅融合、城乡统筹
示范小城市建设的目标，进一步
实现产业特色打造、城市功能完
善“两手抓”，大力推进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加强对大数据、智能
化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争取更
多先进制造业项目落户园区，促
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预计到2021年末，园区规
模工业产值预计将达到130亿
元以上，线上商贸、物流、房地产
等项目预计实现收入100亿元
以上，预计实现税收20亿元以
上，新增就业人口2万人，初步
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工业
新区和示范小城市。

珞璜工业园抢抓江津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机遇，
充分发挥“水公铁”多式联
运优势，积极融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大力推动
产业体系向中高端、城市面
貌向高颜值、运行机制向高
效率迈进。

在基础设施上，年吞吐
量达2000万吨的珞璜铁路
综合物流枢纽于2018年12
月建成投用，并实现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江津班列首
发，货场建有6公里的铁路
专线与珞璜港连接，就地实
现了江铁无缝联运。

在产业发展上，园区大
力推动出口型企业发展，大
力引进进口型深加工企业，
先后引进浙江海亮、德立菲
Duravit、威马农机、重庆水
轮机厂等业务范围涉及进出

口贸易的外向型企业约20
家，2019年上半年实现外贸
进出口约1亿美元。

在城市配套上，园区全
力抓好“绿化”、“亮化”、

“美化”工程，不断完善住
房、商业、教育、医疗、游
玩、交通等城市配套功能，
提升园区城市文化品位和
人文内涵。

目前，园区集“大通
道”、“大口岸”、“大枢纽”、

“大基地”于一体的发展格
局已基本形成，未来将以
智能装备制造、新型材料、
智能终端及配套等产业为
主导，推动现有产业转型
升级，加强企业技术研发
及创新中心、院士（博士）
专家工作站、总部经济、科
技创新平台等高端研发及
技术机构的招商引资。

德感工业园成立于2002年，
是重庆高新区的重要组团、成渝
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
拥有国家级深水良港、绕城高速、
合璧津高速、渝泸高速复线、成渝
铁路、渝昆高铁等综合交通网络。

园区始终聚焦实体经济主
业，围绕做好做实“高”和“新”两
篇文章，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
补链成群，集聚了世界500强投
资企业10家、中国500强投资企
业13家、上市企业11家、高新技
术企业29家；建成重庆耐世特、
益海嘉里、重齿、华茂纸业等市级
数字化车间7个，重庆双桥、太极
中药二厂、江电电力等市级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6个；重庆
潍柴、重齿、ABB涡轮增压、耐世
特、重齿机械5家企业先后通过
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总投资20亿元的潍柴智能化产

业园项目预计明年 6月正式投
产，届时将建成西南地区最先进
的发动机智能化生产基地。

此外，该园区还建成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2个、国家工程实
验室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1个、国家级绿色工厂3个、
国家级创业创新示范基地1个，
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15个。园区研
发制造水平和发展质量不断提
升。

下一步，德感工业园将强化
创新引领，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制
造、绿色智能汽车核心零部件、优
质粮油食品加工、医疗器械四大
主导产业，真正做强做优做大国
家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产业示
范基地、国家绿色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粮油食品
产业示范基地，推动园区产业结
构迈向中高端水平。

双福工业园 德感工业园 珞璜工业园 白沙工业园

东风小康汽车涂胶机器人正在作业

江津区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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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智能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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