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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近日，永川
区政府出台《关于加快以高端数控机
床为主导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发展的意见》，提出将永川打造成集
高端数控机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区域性产业基地，到 2020
年形成 200 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集群规模。

“这将使我们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更上一层楼！”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管
委会主任陈建国说，永川打造高端数控
机床产业是乘势而上，必将大有可为。

随着智能装备产业加快聚集步伐，
市场与技术在永川产生了由“量”到

“质”的变化，永川区审时度势，结合包
括智能装备产业起步早沉淀好、区位交
通优势突出、职业教育资源充沛等优
势，整合资源、提升内涵，提出打造高端
数控机床产业：2016年12月，国内机

床“龙头”台正机床装备联盟体投资运
营的永川台正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正
式开业，现已入驻11家数控机床整机
企业、12家配套企业；2016年7月，德
国机床巨头埃马克集团投资埃马克重
庆机械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去年8月，
国内珩磨装备及工具研发生产领军企
业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签约落
户，拟建设高端数控机床及自动化生
产线项目；去年10月，排名行业全球
第四的德国利勃海尔集团，将其在中
国齿轮加工及自动化生产基地落户到
永川，未来将年产全球最高端的齿轮
加工机床100余台……去年上半年，
永川共生产数控机床601台，占全市
数控机床总产量的50.3%，永川数控机
床产业已初具规模。

为什么这些国内外知名数控机床
企业竞相落户永川？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是永川机床
产业大发展的直接推手！”陈建国说，
数控机床是装备制造业的“工作母
机”，近年来，随着我市及周边汽车、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过去布局在沿海地区的数控机床企
业，有着向西部地区布局的需求，以便
贴近市场端。

以 2016 年 7月投产的埃马克为
例，2017 年销售额目标最初设定为
3000 万元，最终销售结果将近 3 亿
元，预计未来数年才能用完的厂房，
如今已经“机满为患”，一派热火朝
天。

全球齿轮加工机床龙头德国利勃
海尔集团，在对中国市场进行了长达一
年的调研后，最终选择落户永川。

永川位于重庆、成都两座特大城市
之间，又在中西部地区较早布局发展智

能装备产业，打造了一支服务高端数控
机床产业的专业队伍，必能在发展智能
装备产业上抢得先机。

市委五届三次全会把实施以智
能化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列为“八项战略行动计划”之首，
这为永川高端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
赢得重要机遇。永川《关于加快以
高端数控机床为主导的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由此应运
而生。

该《意见》共制定了5条发展措施、
12项支持政策，涉及硬件设施建设、服
务体系建设、财税优惠、物流补贴、用工
补贴等各个方面。陈建国表示，有了这
些政策、措施，他们有信心加快推进高
端数控机床产业发展步伐，推动永川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成全市重要的
现代制造业基地。

国内外知名数控机床企业为何竞相落户永川
起步早，交通方便，措施给力

▲1月3日，在渝中区李子坝传统风貌区建设项目现场，大公报报社重庆旧址主体建筑
已修复完成。日前，李子坝传统风貌区建设项目启动，将对大公报报社重庆旧址、抗战时期
美军飞虎队办公楼旧址等文物建筑进行保护利用，对依山而建的老旧民居区进行整治，串
联李子坝公园至嘉陵新路沿线的文化资源，打造抗战历史文化展示区，预计2019年完成。

渝中区打渝中区打造造
李子坝传统风李子坝传统风貌区貌区

▶渝中区李子坝传统风貌区建设项目现场。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
月3日，记者从重庆科技学院获
悉，由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
研究院和重庆科技学院，共同打
造的重庆中科智能技术与工程学
院在该校挂牌成立。该学院是中
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与
重庆市地方高校、在智能产业领
域，首个进行深度产教融合打造
的学院。

据了解，目前重庆正大力实
施“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战略”，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互
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等文件。因此，打造人工智
能基础资源与创新平台，完善人
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推动人工
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成为当

前不少高校的工作重点。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院长袁家虎则表示，“该学院
将推动重庆市以物联网工程、云
计算、机器人、智能制造为代表的
智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重庆中科智能技术与工程
学院力争通过5至10年建设，
在测控技术及装备、机器人、人
工智能、物联网工程领域等方
面，建成2至3个市级以上研发
平台和3至5个研究团队，力争
成为机器人领域教育与服务的
国家级示范基地。”重庆科技学
院校长尹华川表示，学院将开办
相关专业招收学生，打造智能产
业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成果转
化基地和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
示范基地等。

重庆中科智能技术与工程学院
挂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杨骏）重庆
日报记者1月3日获悉，重庆海关
风险防控中心已于日前正式成
立。该中心以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新技术为核心支撑，通过建
立“智慧型”风险防控模型，在提高
风险防控能力的同时，压缩了通关
时间，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

重庆海关风险防控中心负
责人陈怀庆介绍，防控中心能完

成事前搜集舱单数据提供预警、
事中运用科技手段进行业务管
控、事后对通关安全进行完整反
馈评估三大功能，实现进出口通
关全流程、全领域、全覆盖防控，
甄别通关风险、提高通关效率。

据悉，下一步该中心将加强
侧重于“安全准入”的风险防控机
制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压缩通关
时间，服务重庆“两点两地”建设。

重庆海关成立风险防控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
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银
监局获悉，该局近日批复同意重
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重庆信托）将未分配利润22亿元
转增股本。转增股本后，重庆信
托注册资本由128亿元增至150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信托公司。

重庆信托前身为中国人民
银行1984年10月批准成立的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
其注册资本金仅为3500万元人
民币，后经引入战略投资者、增
资改制、增资扩股等一系列动
作，逐渐发展为今天的重庆信
托。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6
年末，重庆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
规模达1726.95亿元。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42.81亿元、净利

润36.43亿元；2017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3.71亿元、净利
润10.4亿元。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披露的信息，重庆信托已
于2017年12月21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目前，其150亿元的
注册资本在国内68家信托公司
中居于首位，超过排名第二的平
安信托20亿元。

据了解，信托公司的资本实
力直接关系到监管评级、行业评
级。同时，其业务发展也需要相
应的资本金支持。通过增加注
册资本，重庆信托既可以满足监
管的相关要求，也能提高资本实
力和防风险能力，加速公司转型
升级，有利于该公司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助推重庆经济发展。

重庆信托注册资本增至150亿元
成国内最大信托公司

本报讯 （记者 陈钧）重
庆日报记者1月3日获悉，由中
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冶
赛迪）设计的两条线棒材生产
线，目前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
市的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
园联合钢铁厂投入试生产，成为
马来西亚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轧钢生产线。

据介绍，为了将该生产线打
造成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
轧钢项目，中冶赛迪在工程期间
采用了多项核心技术。比如，在
工艺方面，采用了直接轧制、无
孔轧制、无扭轧制、高速轧制及
控温轧制等关键技术，按照设计
要求，高线最大轧制速度 105
米/秒，棒线最大轧制速度 45
米/秒，均为世界顶尖水平。

在装备方面，中冶赛迪承担
全线轧线机械、液压、润滑设计
制造，其中短应力线轧机和飞剪
机是该集团具有完全知识产权

的核心产品，具有高精度、高可
靠性、运行稳定等优势，曾获得
多项国家专利，并成功应用于国
内外多个钢铁项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冶
赛迪发挥多专业系统集成优势
和技术创新能力，将绿色、智能
理念融入设计，将核心技术嵌入
装备，推动工艺、电气和制造紧
密结合，确保项目的技术引领性
和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中冶赛
迪相关负责人说。

马中关丹产业园是中马两
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合作项目，目
前已吸引大批中国企业入驻，带
动了两国间产能和装备合作。
作为首个入园项目，联合钢铁项
目设计年产350万吨高端棒线
材和H型钢，市场辐射东南亚及
周边地区，建成后将吸引大批上
下游企业向园区聚集，在当地形
成一个钢铁产业基地，进而带动
第三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中冶赛迪打造马来西亚最先进轧钢项目

联合钢铁厂线棒材生产线
投入试生产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去年12月30日，合川区
香龙镇白塔寺村六社村民谭献芳，很快为孩子办完
了资助证明。她高兴地说：“听别人说办这个证明很
麻烦，需要来回跑，一般都要耽误一天以上，没想到
我不到两个小时就办完了。”

谭献芳在当天办理的过程中，村里的干部“刚
好”也在镇办事大厅，她需要的材料和证明马上就
可以和镇、村两级沟通，这让她办起事来，顺畅了不
少。

其实，村干部不是“刚好”碰到，而是特意在香龙
镇办事大厅接待村里办事的群众。这就是该镇推出
的逢场天“联合办公”一站式服务。

在香龙镇办事大厅，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大厅一
半是香龙镇机关办公区、另一半是村干部办公区。

每逢1、4、7逢场天上午，具有行政审批权的镇级
部门人员都要在大厅接待群众，全镇11个村各派
一名村干部到镇办事大厅坐班办公，与机关干部
一起为群众办事，现场出手续、现场报件、现场为
群众做解释。

谭献芳介绍，以前找村干部办事要到田间地头
或村干部家里，跑完村里还要跑镇里，一件事要跑几
个来回才能办结。现在每逢赶场日都有村干部在镇
里“上班”，各项事务一次性办结，既方便又快捷。

目前，正值村民返乡办事的高峰期。白塔寺
村党支部书记曾中彬介绍，村委会与镇政府有近
三公里的路程，如果没有实施逢场天“联合办公”，
村民办事至少需要来回跑两次。由于村委会到场
镇之间的班车少，村民到村委会还不得不选择坐
摩托车，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至少要多花费10
多元的车费。

曾中彬说：“现在实施镇村统一办公后，村民办
什么事情也方便了。我们除了逢场天集中在便民
服务中心接待老百姓外，其他时间可以安心地开
展工作，下队也不再担心有群众来签字盖章找不
到人了。”

合川区香龙镇为方便群众办事

设立逢场天“联合办公日”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香龙镇“联合办公”现场。 记者 王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