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创新发展，归根
到底是要由市场主体发挥
作用。为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璧
山正在进行一场以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
内容的服务革命。

对不少企业来说，各
种手续审批一直是件头疼
事。但现在，一些企业的
办事人员发现，办理手续
审批更简单、速度更快
了。今年以来，为进一步
优化璧山投资项目审批流
程、简化审批手续、提升服
务监管效能，该区围绕“5-
20-50”目标，正加速推进

“一网两端”建设，实施审
批服务“五个100”行动计
划，制定了“减、放、并、转、
调、诺”六张清单，推开了

“证照分离”、深化了“多证
合一”、推进了商事制度改
革，并不断打好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组合拳”，为企
业发展增添后劲。

“‘放’并非撒手不
管。相反，从‘撒胡椒面’
式的管理中腾出手来，政
府的服务效能得到了进一
步优化。”在璧山区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看来，如果说
简政放权是让企业减少了
束缚，那么持续优化的服
务无疑为企业发展添加了
有效催化剂。

“我们公司是去年 6
月入驻璧山的。之所以选
择落户这里，一是这里的
地理位置好，二是这里的
政策好。缺资金，政府帮
助办理贴息贷款，手续办
理方便快捷，还提供‘一对
一’妈妈式贴心服务。”已
落成项目的台湾老板张毅
说，很多台湾同行看到他
在璧山办厂非常舒心，企
业越做越大，便纷纷效仿，

跟着搬迁过来了。
据璧山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区
共计有73家台资企业都
是通过这种方式到来。因
为政府贴心服务，今年上
半年超过六成的新签约项
目也都是以商招商而来。
为了进一步持续做优营商
环境，该区还建立了“企业
吹哨、部门报到”互动机
制，成立了“企业之家”，政
商关系更加亲近清爽……

从简政放权到放管结
合再到优化服务，政府职
能从“瘦身”到“变身”，在
减少企业麻烦的同时，也
让该区的转型之路更加顺
畅。在种种有力措施的持
续作用下，璧山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同时
也更加稳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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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为全市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示范区先行区”

这一要求既是对璧山坚持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的一种肯

定，也为今后璧山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方向。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是

深入贯彻落实“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

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重要指示要求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璧山抢抓发展

机遇，注重内涵式发展，坚定

不移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以转思想为引领、转

动力为重点、转方式为支撑、

以转职能为保障，力争在贯

彻新发展理念道路上走在全

市前列。今年以来，一组组

数据反映出成效：

创新活力焕然一新——

聚焦大数据、智能化精准发

力，经济发展平稳有序。地

区生产总值实现293.2亿元、

增长9.2%，规上工业研发费

用增长24.3%；

科技成果转换更加有力

——建成重庆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城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加

速——建设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园，56家企业完成智能化

改造，蓝黛、龙润等自主创新

能力持续增强；

智能化产业在集聚——

璧山高新区签约项目28个，

总投资458.75亿元，预计新

增产值达549亿元。新签约

项目中智能化项目12个，总

投资72.5亿元，预计新增产

值154.4亿元……

“智”潮泛起，活力奔涌，

璧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值得期待。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
求，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十字路口前，
转型创新成为璧山躲不
开也绕不过去的必由之
路。早转早主动，晚转会
被 动 ，不 转 就 没 有 出
路。”如果说曾经璧山是
在各种客观现实需要之
下被动转型，那么当前主
动转型已经成为全区上
下的强烈共识。究竟如
何去转、转向何处，成为
摆在全区领导干部面前
的一大课题。

为此，立足“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该区自今年以来深入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在全区掀起了一场深
层次的“头脑风暴”。

转向何处？璧山区相
关负责人说，把握好“新方
位”是璧山转型发展的关
键。璧山地处成渝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承担着建设全市落实新发
展理念的示范区先行区、
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随着成都“东进”与重庆

“向西”、成渝相向发展格
局的逐渐形成，璧山区位
优势将更加凸显，把璧山
置于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桥头堡的高度来谋划就
是方向所在。

如何去转？该区立足

本地资源优势、技术优势
和市场优势，围绕重庆打
造“芯屏器核网”智能产业
集群，大力发展智能经济、
数字经济，加快布局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5G、
人工智能等新兴战略产
业，延展完善新型显示产
业链条，积极培育优势产
业集群，奋力抢占行业制
高点。

区委、区政府给出了
明确答案，指明了前进道
路。从被动转型到高度
自觉的转型，从表层的局
部转型到深度的全面转
型，一场以思想转型为引
领，推动璧山发展模式变

“新”、经济质量变“高”
的深刻转型清晰地铺展
开来。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璧
山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
典型代表。与传统生产
车间不同的是，在这里更
展现着繁忙的机器人、飞
速旋转的自动化设备、整
洁的环境。

就在两年前，蓝黛传
动生产的产品是清一色
的手动变速箱齿轮与轴
承，主要为吉利、力帆、奇
瑞等汽车配套。通过积
极对接北京机械工业自
动化研究所等机构，该公
司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已从一家老牌传统
制造企业开始智能化“蜕
变”。去年，该公司更是

首次成为丰田、沃尔沃汽
车的配套厂。

在今年，顺应汽车产业
智能化发展方向，该公司又
以自建和并购合作两种方
式对触控显示行业进行投
入。通过并购深圳市台冠
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获
得了新技术，构建起了新产
品的研发、生产体系。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折射
出全区的转变，向大数据
智能化要速度要质量，璧
山区既重视借助科技创
新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又
注重培育自主创新主体
和原创科技成果，用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质量

的全面提升，并为产业不
断转型升级提供可持续
的“热度”。

“一方面持续推动企
业成长，支持企业通过海
外并购、技术‘嫁接’等方
式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
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
造，实现企业自身吸附力
对智能产业的集聚。如蓝
黛一样，包括青山、红宇、
凯成等骨干企业俱上档升
级，形成了‘雁阵齐飞’效
应。”璧山区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另一方面，依
托现有产业优势，实施产
业招商，不断加大对智能
制造企业的引入，形成新
产业抱团发展。”

转型发展高“智”量绝
非易事。对璧山来讲，大
数据智能化仍然在路上，
特别是以科技创新为前提
的发展，每推进一步都会
遇到新情况、新问题。

“智能化是成体系的
创新，璧山智能产业要抢
占先行，最大的‘短板’还
是创新。”璧山区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璧山过去有
不少创新资源，每年都会
诞生不少科技成果，如国
家级专利、企业创新发明
等。但这些已诞生的科技
资源、科技成果，有的“养在
深闺人未识”，有的“墙内开
花墙外香”，没有实现就地
转化、产业化，说明璧山的
创新生态还不够完善。

没有高新技术的“破

茧”，就没有智能产业的
“成蝶”。

“从新技术到新产品
的突破，才能形成有效的
供给，满足市场需求乃至
于创造新需求。这也是璧
山当前最紧缺、最急需
的。”在璧山区相关负责人
看来，下一步，璧山将下大
力气解决技成果转化难，
着眼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周
期长、效率低等瓶颈问题。

针对成果转化难题，
该负责人表示，璧山将以

“一院一镇”建设为抓手，
打通智力和财力、科研与
市场的通道，推动价值链、
利益链、科技链、金融链、
人才链“五大链条”有机耦
合，实现“科研+孵化+推
广+迭代”全生命周期培

育，将璧山打造成为立足
重庆、面向西部、放眼全国
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
地。

其中，围绕重庆高新
技术产业研究院，将持续
完善“1+N”科技产业化研
究院体系，打造一批中试
平台，形成科技成果转化
的闭合回路，促成“金蛋孵
金鸡”，带动“老树发新
枝”，实现“真经真修炼”；
围绕建设西部（重庆）科技
创新小镇，搭建高新技术
服务超市，为科创团队提
供科研开发、创业辅导、政
策支持、金融服务、生活居
住等全方位服务，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造就一批种
子期雏鹰企业和科技企业

“小巨人”。

从“被动”到“主动”

以思想转变引领行动转变 从“单打”到“抱团”

用转型升级实现结构重组

从“短板”到“跳板”

让创新成果转换成为第一动力

从“瘦身”到“变身”

让市场主体活力日益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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