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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访谈·渝北区

2017 年底，随着春秋航
空首架进口租赁飞机降落到
渝北境内，标志重庆自贸区

“保税+飞机租赁”业态实现
“零突破”。另一方面，被誉
为非洲“手机之王”的传音手
机，即将从渝北搭乘飞机出
口到非洲。这一“进”一“出”
之间，不仅体现了渝北产业
结构和业态的变化，也凸显
了作为全国首批国家临空经
济示范区的独有优势。

如何全力推进国家临空
经济示范区建设？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专访了渝北区委
书记段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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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大变革”为主攻方向

重庆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渝北是全市的经济大区，你们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有哪些思路？

段成刚：渝北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紧扭住振兴实体经济不动摇，主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一方面狠抓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布局和引进了一大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龙头企业。特别是成功引进产业
新项目456个、合同投资999亿元，形成了
智能终端、智能制造、创新金融的产业集
群，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我们着力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拼速度”到“拼质
量”，实现了“三个优化”：产业结构、财税结
构、投资结构的持续优化。

我们认为，渝北区朝着质量更好、效率
更高、动力更强的发展方向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接下来，我们将把“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作为全区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主攻
方向，坚持质量变革为主体、效率变革为主
线、动力变革为基础，在创新生态圈、智能
制造基地、国际航空港建设上下功夫，着力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们更高标准
的、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加快建设国家临空
经济示范区，不断增强全区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

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港

重庆日报：江北国际机场在渝北境内，
渝北发展开放型经济非常具有优势。你们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打算？

段成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随着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成功投运，客货
吞吐量增长迅速，国际（地区）货运量增长
速度持续位居中西部前列。与此同时，保

税港区空港功能区、悦来会展中心等开放
平台均在渝北，渝北发展开放型经济正当
其时，应当仁不让承担起建设内陆开放空
中门户的重任。

开放型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渝北
经济高质量发展。回顾过去一年，我们依
托区内丰富的开放平台，推动贸易便利化，
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等口岸经济，集聚了649
家外贸企业、613家外资企业，进出口额达
1150亿元人民币，占到了全市的20%。

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在自贸区渝北
板块先后引进重点企业 72 家。特别是
2017年12月22日，春秋航空首架进口租
赁飞机的落户，这标志着重庆自贸区“保
税+飞机租赁”业态实现“零突破”。在自贸
区内开展飞机融资租赁业务，能带动渝北
航空客运、货运、物流、飞机航材维修、飞行
培训等临空产业的发展，可增强我区航空
产业辐射力和竞争力。

这样一来，就需要有开放的支撑平台
来承接航空产业的集聚。为此，我们在江
北国际机场周边布局打造“一场一园一
镇”，大力发展国际物流、高端服务贸易、总
部经济等航空关联产业。未来，临空产业
增加值比重将超过渝北GDP的50%。

我们认为，国际航空港既是重庆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的门户，也是重庆对外开放的重
要载体。我们将用好用足江北国际机场、保
税港区空港功能区等开放平台，按照“开放
通道、口岸、平台一体打造，开放主体、开放
环境一体建设”的要求，积极构建以国际航
空港为核心引擎，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
验区渝北板块、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集中展示区和保税港空港功能区
等三大平台为支撑，以“三龙”片区、龙兴工
业开发区、北部农村等区域为拓展的“1+3+
N”开放支撑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便利化的开放新格局。

加快建设创新生态圈

重庆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直以来，渝北
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实力很强，辖区内有许
多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你们在推进创新驱
动战略方面有哪些思考？

段成刚：渝北历来重视创新发展，在创
新要素集聚、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打下
了良好基础。比如，我们培育了科技型企
业74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47家，每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0.02件，综合科技
竞争力、“双创”指数等连续三年居全市前
列。为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
能，我们出台了“创新52条”等政策文件，每
年整合不低于3亿元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
进行奖励支持，并在全市率先推行电子科
技创新券试点，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达49.9
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86%。全年新增
市场主体近2万家，总量达97943家。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强劲号角。我们将重点抓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生态圈建设行动计
划，重点实施关键共性技术、应用示范、创
新人才三大科技专项，在培养创新主体、加
大研发投入、壮大研发规模、弥补技术短
板、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孵化等方
面下功夫，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政
策链协同发展，积极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

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有家名叫创通
联达的公司。这家公司发展很快，成立1年
时间，已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亿元，自主
知识产权9项，未来几年有望每年保持30%
的增速。2017年10月，在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以该公司为载体，渝北区与高通公司
等共同成立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创新实验
室，深入嵌入重庆汽车制造产业链，在汽车
智能驾驶舱、智能操作系统等多方面开展
技术创新。

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基地

重庆日报：渝北是全市的工业大区。
你们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有些什么思路
和措施？

段成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
是渝北的传统优势产业。特别是在长安福
特、长安汽车、力帆、恒通客车等企业的带
动下，渝北区汽车产业发展迅猛，已形成初
具规模的汽车产业集群。可以说，全市每2
辆汽车，就有差不多1辆产自渝北。2017
年，渝北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3500亿元（全
市第一），汽车、装备等制造业依然是渝北
工业的支柱。

在继续发展好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同
时，我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两
条腿”走路，一是狠抓精准招商，推动实体经
济优化结构，促进动力变革；二是狠抓技术
改造，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效率变
革，推动“渝北制造”向“渝北智造”转变。

具体而言，我们加快布局和集聚智能终
端产业，做强做大笔电产业，无中生有布局
手机产业。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智能
终端产业发展总体部署，组织专业招商团
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引进了OPPO、金立、
传音三大“整机+研发”品牌企业和深科技、
中光电、江粉磁材、捷荣技术等整机代工及
核心配套企业，投资总额达300亿元，基本形
成了“3+1+20”的千亿级智能终端全产业
链。项目全面达产后，渝北智能终端产业将
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成为重庆乃至西部
地区智能终端产业链条最完善、研发生产能
力最强的高端制造基地。这不仅壮大了全
市智能终端产业集群的实力，许多企业制造
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非常高，对全市
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也具有推动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瞄准渝北工业发
展痛点，重点在前沿科技城、空港工业园区
等地，加快引进和布局智能化网联汽车、智
能终端、航空维修等前沿科技产业和航空
关联产业，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
车间，推动智能化技术和装备在制造业、服
务业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服务，不断提高智
能产业的“智商”和“情商”水平，加快建设
智能制造基地。

渝北区委书记段成刚：

全力推进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2017年12月，
国内首条集智能、数据、自动加工、在线检测于一
体的汽车部件供应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在重庆驰
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投产。生产线上，
50余台可自由旋转360度的机械臂有序运转，做
出精确的连续焊接动作。

这一智能化改造成果让公司负责人戚守柱
一脸兴奋。“机器人的投入使用，能为企业节约人
力约八成，这条生产线从原本的400多人，变成
现在60多人；质量合格率能提升30%、产能提高
3倍，将新增年销售收入约2亿元。”

2016年11月，位于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的
驰骋公司，投入近6000万元建设这条柔性自动
化生产线，生产汽车底盘关键零部件。现在，机
器人能完成从片件组焊、总成组焊到精加工、总
装、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工人只需要负责上下料
和品质确认。大量技工解放出来，被安排从事更
加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戚守柱表示，作为一个老牌工业企业，之所
以有底气实施“机器换人”计划，既是为了适应新
形势、转换发展新方式，也与渝北区的大力支持
分不开。“近两年我们得到渝北区财政补助1200
多万元，占企业项目投入的20%。”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渝北区去年出台政
策，鼓励汽车、电子、装备等传统企业开展“机器
换人”应用示范，建设一批柔性“机器换人”示范
生产线（点）、数字化车间和数字化工厂。2017
年，渝北区政府给予190余个项目工业扶持专项
资金近2亿元，用于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智
能装备研发、工业机器人使用、技术改造。渝北
区委书记段成刚介绍，今后，渝北区将每年安排
不低于2亿元的专项产业资金，重点鼓励企业打
造智能工厂、创新智能模式。

渝北区车企机器人生产线投产

节约八成人力
提高三倍产能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清理
楼栋广告、捡拾白色垃圾、打扫城市公
厕……1月9日，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区直机关党工委、区总工会主
办的“洁净家园·冬梅”主题志愿行动拉
开序幕，全区各部门、镇街及社会团体的
1000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当日，在大渡口区的主次干道，到处都
有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榕华园小区因入
住已久、没有物管，是“牛皮癣”重灾区。春
晖路街道的30多名志愿者进入该小区，向
形形色色的小广告“开战”。他们有的用小
铲子铲，有的用刷子来回刷，有的用同色油
漆覆盖，想尽各种办法清除“牛皮癣”，不给
小广告留下一丝生存空间。“这些‘牛皮癣’

小广告贴得到处都是，走哪里都能看见，这
个志愿活动好，看着干干净净的墙面，心情
都好了。”居住在小区5栋的周阿姨说。

据了解，像这样的洁净家园志愿行
动今后将在大渡口区长期开展。为持续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大渡口区决定结
合正在开展的“文明在行动·洁净大渡
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汇集全区各
行业系统和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社
会服务机构，开展“洁净家园·冬梅”主题
志愿行动。其主要活动包括：城市街道

“牛皮癣”集中整治活动，城市道路沿线
卫生清洁活动，城市公厕清洁美化活动，
目的就是号召全社会争创干净整洁、靓
丽有序的人居环境。

大渡口区开展“洁净家园·冬梅”主题志愿行动

“墙面干净了，心情都好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
1月10日，忠县50万头生猪产业一
体化项目在马灌镇合心村开工。项
目总投资13.08亿元，可实现总产值
约35亿元，利税约2亿元。

据悉，该项目是政企合作，共
同打造生猪产业链闭环，促进精
准扶贫的典型项目，将按照特色
效益农业发展要求，走“龙头企
业+公司+农场”模式，实现生猪
产业链发展一体化、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一体化和种养循环农业
发展一体化。该项目实施后，可
直接提供约1500个就业岗位，间
接带动约2500人就业。

项目工期两年，包括“种、养、

料、加”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
“种”，即建设包括存栏种猪2400
头的祖代种猪场、200头标准化公
猪站、选育场和存栏种猪2400头
的父母代种猪场，为项目提供优
质种源；“养”，即建设包括年出栏
11.5万头的商品猪集中育肥场4
个和年出栏38.5万头的家庭农场
175个，确保年出栏优质商品猪规
模达50万头；“料”，即建设年产
20万吨的饲料加工厂1个，满足
忠县及毗邻区县生猪养殖的饲料
需求；“加”，即按欧盟标准建设年
屠宰50万头商品猪的屠宰暨肉
食品加工厂1个，以及与其产能相
匹配的有机肥加工厂1至2个。

忠县50万头生猪产业
一体化项目开工

志愿者清除楼栋“牛皮癣”。 通讯员 冯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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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月1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科委获悉，科技部近日下发了《关于开展第
三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通知》，璧山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电子信
息创新型产业集群被纳入试点。

据介绍，创新型产业集群一般以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为重点，通过政府的组织引导、集群的科学规
划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
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形成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带动作
用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态，提升产业竞争力。

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为加快创新型产
业集群发展，我市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通过大
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培育引进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打造
股权投资、债权融资、众筹募资等创投体系，搭建产业
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实施高端人才引进等措施，形成了
多层次、多维度产业扶持政策。

据了解，璧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智能制
造创新型产业集群由璧山高新区建设。近年来，璧山
高新区加快培育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围绕驱
动电机、变速器、制动器、电控系统、轻量化部件等高端

零部件，积极推进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重
庆理工大学等市内外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探索出以企
业为主体、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的多元化研发
合作模式，如今已集聚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智
能制造企业近100家，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企业营收
近500亿元。

重庆电子信息创新型产业集群由重庆高新区建
设。目前，重庆高新区已集聚电子信息科技型企业
近200家，涉及笔电配套、手机及核心零部件等，年
收入超过260亿元，初步形成了以金凤电子信息产
业园为核心、二郎和石桥铺两大高技术服务中心为
支撑的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有机互补、错位发展的产
业发展格局。

重庆两个创新型产业集群纳入国家试点 （上接1版）
位于双碑街道的子弹社区公

园，建设面积约4200平方米。公
园保留原有的黄葛树、重阳木等
高大乔木，并配以红枫、山茶等开
花、彩叶植物，还特制与公园主题
相呼应的景观小品、健身器材，成
为大家散步、锻炼的好去处。

家住康田漫城小区的居民李
华兰说，小区附近的虎兴社区公
园原来是一大片荒坡，不少市民
在里面种菜甚至养鸡喂鸭，对环

境卫生影响很大。“如今荒坡变身
社区公园，四处都是花草树木，空
气很好，我们也有了休闲散步的
好去处！”

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社区公园是全区实施的民生
实事之一，也是打造宜居城区的
重要内容。沙坪坝区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抓紧完善
社区公园建设，让老百姓推窗见
绿、就近入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沙坪坝去年建成20个社区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