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互联互通宜居的未来之城

加强推改革谋突破，营商环境有保障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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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

在重庆主城都市

区的西部槽谷地带，

中梁山、缙云山并行

之间，长江、嘉陵江合

抱之中，勾勒出了西

部（重庆）科学城（下

称“科学城”）的轮廓，

而其中核心区便是重

庆高新区直管园。

这里是面向未来

科技、未来产业、未来

生活的未来之城，是

鼓励创新、开放包容、

追逐梦想的梦想之

城，是科学家的家、创

业者的城。举全市之

力、集全市之智，以非

常之举、用非常之功，

我市广集社会资源，

建平台、兴产业、聚人

才、优环境、提品质，

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科

学城。

以“高”“新”为底

色，重庆高新区正以

崭新的姿态，全力以

赴，在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及重庆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中勇挑重担，努力为

重庆发挥“三个作用”

贡献高新力量、展现

高新作为。

科学是永恒主题 创新是最强旋律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要做城市发展科学城要做城市发展““智核智核””

展开西部（重庆）科学城规划蓝
图，轨道15号线、27号线、7号线等
10条城市轨道线路东西交错，金凤、
大学城复线、白市驿等穿山隧道贯通
内外，“六横六纵”骨架路网形成交通
大动脉，1872公里城市骨干路与次
支路宛如毛细血管密织域内。

在高品质、高规格的规划引领
下，科学城的建设日新月异。随着多
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城市品质实现
迅速提升。尤其是其中科学大道、科

学公园、科学谷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充分展现了科学城特质，可以满足你
对现代化新城的一切期待。

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大手笔”
不止于此。按照规划，西部（重庆）科
学城有140平方公里的居住空间配
套，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15分
钟街道公共服务圈、5分钟社区生活
服务圈，构建以人为本、便捷精准的
公共服务网络；串联起“两江、五河、
百湖、千溪”的水系和湿地公园群落，

把山水良田融入城市景致……
既有大刀阔斧，又有润物无声。

西部（重庆）科学城这颗种子正在不断
生长，向着参天大树的目标不断迈进。

未来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是
“科学”与“城市”的融合体，是产、学、
研、商、居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新城，
更是重庆“科学”实力的担当。今年，
重庆高新区招引项目量质齐升，合同
数 、合 同 投 资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97.8%、226%，入库签约10亿元以上

项目19个、合同投资额654.8亿元，
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可以预见，未来的西部（重庆）科
学城空间之美、功能之全，不仅将成
为城市创新发展的“智核”，更将成为
人们向往的宜居之地，真正的“科学
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摄/谢智强

疫情下仅1个月就实现工业产
值由负转正，用时11个月完成全年
目标，产值破千亿元。近日，西部
（重庆）科学城传来好消息，位于西
永微电园的广达(重庆)制造基地工
业总产值实现 1044.14 亿元，同比
增长30.55%。

“全球每5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
台是从广达产出。毫无疑问，西永微
电园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
生产基地。”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好消息不止一个。今年 1-10

月，西永微电园外贸进出口值突破
2000 亿元、综保区经济体量攀升
全国第三，西永综合保税区外贸进
出口值 2369.39 亿元、增长 14.2%，
占全市外贸进出口值的45.32%，在
全国 139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
名上升至第五位。截至 11 月，西
永 园 区 实 现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2009.3亿元，同比增长17.88%。

这一系列好消息，是举全市之
力、集全市之智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的初步成果，也是以非常之举、
用非常之功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
好”的生动体现。

“建设科学城，是服务国家创新
需要的务实举措，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重庆高新区在市委、市
政府的指导下谋定而后动，提出

“1+2+4”政策体系，完成编制《重
庆高新区发展战略规划（2020—
2035）》《重庆高新区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等重要
文件，做好项目招引、能源保障、安
全生产、企业服务、经济统计和物
价监测工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和
资金争取，推进一二三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如今的重庆高新区，迸发出了
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满载着打造“科

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的梦想和希
望，如一轮旭日，冉冉升起。

新的一年，紧扣“五个科学”“五
个科技”重点任务，科学城将在国家
总体战略布局中找定位、明方位，聚
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

“筑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以
综合性科学研究为引领、以技术创
新为重点、以生成产业为关键，
2035 年全面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今年，科技部公布首批13个国家
应用数学中心名单，位于重庆高新区
的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名列其中。

作为科技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
科研平台，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由
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
院士、业界知名教授等20余名专家
学者和9名来自龙头行业的企业家
加盟组成，是我市目前唯一获批成立
的国家级数学中心。

数学中心的成立，将大幅推进我
市数学与工程应用的对接融通，夯实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科技支撑。它的发

展，必将为我市高新企业进一步转型
升级发展提供源头动力，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也必然会
对我市创新驱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而类似数学中心这样的科技创新
力量云合雾集，在重庆高新区屡见不
鲜。

中国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中
心、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启
动建设；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重庆
大学科学中心加快落地；重点实验
室、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等市级以上
研发平台累计170家，其中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占全市比重达50%；市
级以上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新增26人
次、总量达 102 人次，同比增长
34.2%；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数量保持高速增长；59项成果
获市科学技术奖，R&D占比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助力企业获科技部“科
技助力经济2020”、市科技局技术创
新与应用发展等项目立项。大创
谷·梦花园、全球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基地等投用，孵化载体数量达21个，
其中国家级增至5个。出台支持企
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等系列有力

政策举措。成功举办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重庆片区赛）、中国电子现代
数字城市“i+”创新创业大赛重庆站
等赛事活动，掀起一轮又一轮创新
创业热潮。

创新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灵
魂”和“生命”，只有让“科学”成为永
恒主题、“创新”成为最强旋律，西部
（重庆）科学城才能更好担当全市发
展的“智核”角色。

当前，西部（重庆）科学城范围内
已坐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
验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多块“金字招

牌”，汇集了重庆大学等高校28所、20
余万名大学师生资源、西永微电园等
产业园区14个。

“科学城是‘金篮子’，‘金篮子’
要装‘金鸡蛋’。”重庆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聚焦前沿科学研究、先
导技术创新、科技引领功能，重庆高
新区将全力以赴，推动创新创业向
纵深发展，把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成为创新资源聚集、创新人才云
集、创新活动密集、创新成果富集、
成果转化顺畅、充满发展活力的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
‘高新金服’上进行了贷款申请，没想
到很快就有银行与我对接。更让我
意外的是，当天就审批通过了78万
元的线上税融通贷款，让我快速缓解
了资金压力。”重庆慧元素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同样对重庆臻远电气有限公司
来说，“高新金服”也解了他们燃眉之
急。在平台上提交申请后，仅一周时
间，臻远电气就拿到了300万元的无
抵押信用贷款。“我们这种中小企业
融资非常困难，如果按照传统模式向
银行申请贷款，不但需要抵押，需要
走的流程周期也很长。”臻远电气创
始人张秀宏说，“‘高新金服’的服务，
救我们于水火。”

作为我市乃至西南片区首个集
合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科技保险、

技术评估、上市辅导和政策兑现的
科技金融平台，高新金服由重庆高
新区牵头、与28家银行及非银行金
融机构合作建设，专注于解决企业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融资难、融资贵
的发展瓶颈难题，主动性、及时性和
有效性极强。

该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创新打
破企业与融资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
的痼疾，以一站式服务促进供需对
接，形成产业金融链的全流程服务。

今年疫情发生以后，重庆高新区
主动作为，在平台上紧急开通“疫情
防控金融绿色通道”，融资业务线上
受理，最快当天即放款，为企业抗击
疫情提供了坚实后盾。

10月，重庆高新区出台《重庆高
新区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办法》《重庆高
新区鼓励企业上市挂牌扶持办法》，面
向科技金融发展需要，围绕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合”，针

对科学城主导产业和科技型企业，打
造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政
策支撑体系，并通过高新金服平台打
通了政策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重庆高新区进一步优化服务、深
化“放管服”改革，于今年7月正式启
用政务服务中心，着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

半年不到，服务中心已实现
1403 项依申请类事项 100%进驻、
100%“一窗综办”；173项事项在镇
街“一窗综办”，87项在村社就近可
办，265项事项在邮政、电信及4家银
行网点帮办代办；在个体户领域、民
办非企业领域率先推出“一照通”“一
证通”，环评、水保和入河排污口论证
融合审批、施工许可“以函代证”等4
项改革全国领先，成渝地区市场监管
一体化、智能就业“免申即享”等15
项举措全市领先；实现窗口端、PC
端、移动端、自助端多元化办理和“24

小时不打烊服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中心今

年推出的“免申即享”领取补贴智能
系统得到广泛好评。一改过去自行
申报、受理再发放的逐级流程，“免申

即享”只需登录确认，补贴在5个工
作日之内便可到账，让企业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好政策。据悉，明年该系统
将进一步推广到个人，让百姓真正受
益得实惠。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提供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快速路一纵线青龙咀至农马立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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