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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永川大数据产业园也按
下“快捷键”，跑出了“加速度”，C区、云
谷大厦（D区）建成投用，E区主体完
工，“一园五区”产业布局初步形成。1
至10月，园区共新签约77个招商引资
项目，其中48个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
当年投产运营，投产率62.3%。

在今年签约、今年投产运营的48
个招商引资项目，都是市场技术实力
强、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

百度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
地项目，于今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营，
并在永川首发全球第一辆自动驾驶
中巴车，推出西部首条自动驾驶公交
线路。该基地成功获批重庆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十大
应用场景。

阿里巴巴客户体验中心项目，投资
3亿元，主要从事集团整体客户服务及
业务体验服务，建设坐席5000席，首期
建设坐席1000席，于今年8月投入运
营，现有在职员工700人。

爱奇艺永川文创产业园项目，投
资10亿元，将整合爱奇艺产业孵化资
源，在永川建设数字文创产业园区
5000平米，引进项目20家以上，现已
启动项目建设。

中关村智酷人才创新实践中心项目，投
资1.5亿元，构建数字化产业人才培育及产业
服务生态系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7亿元，
已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

西南大学生物技术产业研究院，投资
1000万元，园区研究院实验室建成投用，智能
化蚕桑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基地同步启动建
设，现已完成蚕丝蛋白面膜等产品实现成果
转化，实现年产值2亿元。

物沿数据工业互联网项目，投资5000万
元，建设西南总部，将为工业企业提供仓储、
智能化控制、供应链等完整解决方案，同时设
立工业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计划立足永川
服务西部工业企业1000家以上。

人和研究西南研究院项目，是人和研究在
永川投资建立的西南总部，该项目计划投资4
亿元，建设西南地区服务外包业务基地。该项
目2年内达到约1300坐席规模，5年内累计产
值超过3.5亿元。目前，该项目已启动运营。

知道创宇信息安全服务基地项目，投资2
亿元，从事安全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等业务，
一期、二期均已建成投用，建成坐席920个，现
有在职员工1000余人。

博彦科技大数据运营中心项目，投资
5000万元，建设大数据服务运营中心，计划建
设坐席1000席，首期建成500席，已于今年
10月开业运营，现有在职员工200人。

截至目前，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已累计入
驻企业382家，从业人员达1.5万人，预计全年
可实现产值2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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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预计全年经济总量首破千亿元大关12月25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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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1月，永川实现
规上工业产值1115.2亿元，同比增
长10.1%，位居全市前列。而永川
工业能实现两位数增长，主要得益
于汽摩产业的快速发展。今年1-
11月，仅该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
群，就实现了248亿元产值，同比
增长了67.8%。

其中，长城汽车永川工厂贡献
尤其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 11
月，长城汽车永川工厂已生产长城
炮11万台，在全国皮卡市场的占
比超过了1/4。目前，该工厂日产
长城炮480至520台，每两天产值
就有1亿元，今年1至11月已实现
工业产值111亿元。

“长城汽车永川工厂的投产，推
动永川工业迈向了脱胎换骨的新时
代！”永川区委主要领导说，长城汽车
永川工厂2019年8月建成投产，在
此之前，永川没有一家汽车整车企
业，汽摩产业以零部件生产企业为
主，体量小，缺乏龙头企业和先进技
术支撑。

长城汽车的落户，给永川带来
的不仅是一个整车工厂，而是一座
加速崛起的千亿级汽摩新城。

2020年12月8日，长城汽车追
加8亿元投资建设的长城汽车智能
豪华越野SUV坦克300开始量产
下线。至今不过短短20多天时间，
市场订单就已超过1万台，已成为
2020年中国品牌“现象级”车型。

另外，长城汽车还追加30亿
元投资，在永川新建了智能混合动

力变速器项目、长城蜂巢发动机项
目、蜂巢铸造基地项目、长城汽车
西南区域物流基地项目，齐聚长城

汽车两个整车工厂，发动机、自动
变速器、汽车底盘件、汽车内外饰、
电子电器五大核心零部件，整车、

零部件、物流三大结算中心，成为
长城汽车的西部制造中心。截至
今年10月底，长城汽车三大结算
中心已累计完成销售收入1489亿
元，在永川累计纳税27.6亿元。

随着新产品“坦克300”的量产
下线，长城汽车永川工厂预计可实
现250亿元年产值，带动250亿元
零部件年产值，从而每年为永川增
加500亿元工业产值。

除长城汽车外，瑞悦汽车永川
生产基地已在今年3月建成投产，
将年产10万台套汽车车身冲压、
焊装件以及20万台套汽车内外饰
件、空调、座椅等；庆铃市政环卫专
用汽车生产项目已于12月25日建
成投产，年生产能力1万台，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8亿元；全球排名第
一的新能源摩托车生产企业，已于
今年3月在永川开工建设雅迪电动
摩托车整车及配套零部件产业
园。目前，雅迪集团一边推进项目
建设，一边租赁厂房投入生产，3条
生产线每40秒钟就有3辆电动摩
托车下线，截至今年10月已生产
30万台电动摩托车，实现产值10
亿元。其永川工厂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年产200万辆电动摩托车整
车，年产值60亿元。

2020年，随着这一大批汽车
项目的投产和推进建设，永川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快速壮大，“3+
2+1+N”汽摩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千亿级汽摩新城和现代制造业基
地正在加速崛起。

除汽摩产业外，永川今年还引
进、促建了星星冷链、晨阳水漆、东
鹏陶瓷、帝王洁具、江山欧派门业、

“自嗨锅”等一大批知名龙头企业，
使永川加快成为产业业态先进、规
模效应明显、核心竞争力突出的新
型工业化主战场。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
公司始建于1988年，历经30余年
的经营发展，星星冷柜国内市场份
额占比达18%；商用柜市场占有率
超40%，行业第一，荣获工信部“制

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商厨冷链、智
能无人售货柜位居行业第一；商超
冷链位居行业第三；冷库位居行业
第五；国际市场则以北美、亚洲、中
东等为核心，产品远销17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比达9%。
综合产销收入位列中国冷链行业
龙头地位。

其在永川投资建设的西部产
业基地，是该公司继浙江台州、江
苏徐州、广东佛山三大产业基地
后，在国内布局的第 4个产业基

地。该项目占地500亩，规划建筑
面积20万平米，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建设成为一个集研发、制造、
销售、仓储物流于一体的，配套设
备齐全的、自动化智能化的现代化
工厂。项目建成后年产值达25亿
元，年利税3亿元以上。

随着星星冷链西部产业基地
的启动建设，预计可带来20多家
配套企业。

2020年11月12日，江山欧派
西南门业生产基地在永川高新区
三教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江山
欧派是中国木门行业首家主板上
市公司，江山欧派西南门业生产基
地一期占地442亩，总投资7.58亿
元，将规划生产免漆木门、烤漆木
门、室内防火门等产品，项目建成
后，将形成年产120万套木门自动
化生产线。

今年6月起，江山欧派门业租
赁园区2栋标准厂房投入生产，现
在每年产能达800樘木门。

东鹏(永川)智能家居创意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25亿元，总用地
1768亩，主要建设瓷砖生产线10
条、陶瓷卫浴(含智能马桶)生产线
3条、浴室柜橱柜生产线1组、淋浴

房生产线 1组、五金龙头生产线
(采用纳米涂层真空镀膜工艺)1
组，以及建设省级瓷砖卫浴研发中
心1个、物流配送中心1个。项目
全面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各类
瓷砖7920余万平方米、陶瓷卫浴
(含智能马桶)260万件、浴室柜橱
柜50万套、淋浴房5万套、五金龙
头80万套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
约70亿元。

2019年11月，东鹏(永川)智能
家居创意产业园第一条生产线点
火投产，今年初第2条生产线投产，
今年预计实现12亿元产值。目前，
东鹏陶瓷正在准备筹建第三、第四
条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投产后，
预计可达20亿元年产值。

2020年8月，永川帝王洁具智
能卫浴生产项目一期第一条生产
线投入投产。根据规划，帝王洁具
永川工厂主要建设5条智能马桶生
产线，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
500万件卫浴产品，年销售产值12
亿元以上，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智能
马桶工厂。

依托东鹏陶瓷和帝王洁具，永
川今年共引进智能家居企业21家，
投资总额达64.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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