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强区富民

重庆日报：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提出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永川在学习贯彻过程中，
有哪些心得体会，开展了哪些贯彻落实的工作举措？

滕宏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
大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十九大的灵魂和主线，是我们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按照中央和市委部
署，着力学懂、弄通、做实，采取统一组织集中学、方式灵活多样
讲、寓教于乐生动演、互动交流大家谈等多种方式，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面落实在永川。

我们按照市委“在战略部署上扣扣子、在责任履行上担担
子、在任务落实上钉钉子”的要求，紧紧围绕全市两会精神，围
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成立11个工作小
组，弘扬“永立潮头、海纳百川”的永川精神，推动永川“兴业兴
城、强区富民”。

多管齐下提质发展
增强城市活力

重庆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兴业兴城、强区富民”离不开高质
量发展。永川如何寻求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活力和动力？

滕宏伟：永川是成渝经济区的节点城市，是联动成渝城市
群发展的重要区域，当前，长城、庆铃、东鹏、利勃海尔等重大项
目、高质量项目的相继落地，将为再造一个“永川工业”奠定坚
实基础。智能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特色轻工、能源
及新材料五大重点工业集群增加值增长14%，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70%，园区集中度达到80%。

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永川关闭了煤炭企业
51家，钢铁企业10家，砖瓦企业56家，关停的企业个数和退出
的产能均占全市的1/3。农村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行政
体制改革、PPP投融资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
续释放制度红利。职教人才集聚、服务业繁荣发展、经济发展
迅速，永川城市的活力越来越强。

重庆日报：那么，关于寻求高质量发展，永川有哪些具体的
思路和举措？

滕宏伟：对永川而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要围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依托永川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智
能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特色轻工、能源及新材料五

大工业集群。
具体而言，要突出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大力发展以高端

数控机床为主导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数控机床是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工作母机”。作为全市机床产业大区，我们去
年数控机床产量占到全市的1/3。我们近期出台了“高端数
控机床发展促进政策17条”，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集高端数
控机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新型工业化装
备制造示范基地，年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以上。打造包
括德国机床巨头埃马克、排名行业全球第四的德国利勃海
尔、德根、SW等众多高端数控机床顶级制造商在内的“中德
产业园”。

二是大力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我们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去年底引进汽车自主品牌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0强、
国内最大的SUV制造商长城汽车落户永川，一期产量25万
辆，二期产量50万辆。今年上半年基地将动工，2019年全面
达产。同时，我们还引进耐德永铃专用汽车项目，该项目已经
开工建设，今年底将建成投产。

三是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深化与中船重工集团合作，
以永川原有的三大军工企业为基础，加快建设中船重工智能制
造产业园、智能装备产业园、物流产业园等项目。

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凝聚国内外智慧资源

重庆日报：十九大报告作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其中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永
川是如何创新激发产业活力、凝聚智慧资源的？

滕宏伟：在永川，科技创新正在提质增速，围绕建设中国西
部创新特区的目标，永川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吸引集聚各类优质创新资源，“新点子”“新发明”“新创

举”不断涌现。
举例来说，永川引进的第一家数控机床整机生产企业——

重庆威诺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积极联合西安交大、重庆
大学，在短短几年中开发出五大系列几十种高效率智能化机床
及生产线产品，拥有40多项专利，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
空白。该企业也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在新三板上市。

关于凝聚智慧资源，我们十分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永川的发展，必须走以科技为支撑的创新发展、高质
量发展之路。

在这方面，我们有三方面的优势基础。
一是有抓手、有载体。目前，永川正全力创建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目前已通过国家有关部委验收。2018年将
新培育科技型企业100家、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30家。
同时，我们将依托国家工业机器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
家农业科技园、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等载体，推动永川创新发
展。

二是有人才、有支撑。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永川目前
有15所职业院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向社会输送3万“永川
技工”。全区有硕士3500名、博士308名、院士4名。去年永
川出台了“发展职教激励政策24条”，重在扩大规模、提高档
次、产教融合，力争3年内辖区职业院校达到18所以上，在校
学生规模达到16万人以上。为永川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
支撑。

三是有氛围、有成果。近年来，我们引进院士、长江学者、
万人计划、知名专家30余人，借助他们的智慧力量，纳米银线
柔性触摸屏、抗ED及肺动脉高压一类新药等“永川发明”创造
了奇迹。

此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永川弧焊机器人目前已实现量
产；全国首条双Y轴发动机缸盖智能化生产线填补了国内技
术空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学院在永川设研究院，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些都为永川发展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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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负责人访谈·永川区

永川，古来得名于城区

“三河汇碧，形如篆文‘永’

字”，如今则是西部茶都、职

教名城。作为成渝城市群

重要节点、重要现代制造业

基地，永川如何走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专访了永川区

委书记滕宏伟。

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发展智能装备 再造“永川工业”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习生 杨锦曦）
市财政局2月22日发布消息称，为提高精准脱贫
成效，市扶贫办、市财政局日前在33个有扶贫开发
任务的区县推广资产收益扶贫方式。其中，18个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每个每年统筹3000万元
以上涉农产业资金用于资产收益扶贫和股权化改
革，其它区县则采取资产收益扶贫方式试点产业
精准扶贫。

“资产收益扶贫是精准扶贫机制的重大创
新，其首要目标是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市财政局
人士介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对贫
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贫制度。在不改变用途
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
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
形成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
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市扶贫办、市财政局要求，用于资产收益扶
贫的财政资金，必须优先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购
买生产资料等形成可以核查的物化资产；财政扶
贫资金投入产业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相应比例量
化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和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按“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方式建立村集体
和贫困户收益分配机制，保底标准为量化的产
（股）权额度的5%－10%/年，项目收益高于保底
收益的须同时按股分红，村集体分红用于公益事
业。

对承担和实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的主体，我市
也有严格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是治理结构完善、财
务管理健全、经营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强、乐于扶
贫助困且诚信守约的企业、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且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贫困户约定项目存续期原则上不少
于5年，期间不得退股。

我市在扶贫开发区县
推广资产收益扶贫

2018新春伊始，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里生
机盎然。园区中的11家数控机床整机企业和
12家配套企业，忙得热火朝天。

“有了去年的良好势头，大家对今年信心
十足。”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近
年来，永川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集群发展势头
好、后劲足，引得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竞相
落户。其中，德国机床巨头埃马克更是在永川
获得了一次惊喜。

原来，2016年7月，德国机床巨头埃马克
集团投资的埃马克重庆机械有限公司正式开
业，当时将2017年销售额目标设定为3000万
元。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017年机床销售极其
红火，最终销售结果将近3亿元！

这次惊喜让埃马克信心大增。他们立
刻快马加鞭，预计未来数年才能用完的厂
房，如今已经全部响起生产机床的机器轰鸣
声。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惊喜？
该负责人介绍，数控机床是装备制造业的

“工作母机”，近年来，随着重庆及周边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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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开始向贴
近市场端的西部地区布局。

而永川恰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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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打
造了一支服务高端数控机床产业的专业队
伍。

日前，永川区政府还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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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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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负责人表示，有了这些政策、措施，他们有信心
打造“中德产业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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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

目标3000万元，实际
完成近3亿元

永川高端数控
机床产业发展势头好

本报记者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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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两江新区建设局，两江新区智慧工地信息管理
平台电子监控显示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天眼”捕捉到的数
据。

去年10月，两江新区启动建设“智慧工地”，包括能有效
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危大工程管理子系统、监管工人工资
发放情况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子系统、显示现场
PM2.5、PM10浓度的环境监测子系统等。至去年底，两江新
区已经建成“智慧工地”180个。2018年，两江新区所有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将全面建成“智慧工地”，构建起
建设主管部门、企业、工程项目三级联动的建设管理格
局。 记者 张锦辉 摄

两江新区建成智慧工地180个
今年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人们使用的笔
记本电脑、电视、智能手机、家电都离不开半导
体芯片。2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
了解到，位于该区的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预计今年3月开始试生产。该项目全面达
产后，每月可生产5万片芯片、封装测试12.5亿
颗半导体芯片，年产值将达10亿美元。

记者了解到，2015年9月，两江新区管委会
与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OS）签
订“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
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同时，AOS与重庆市战
略基金、两江战略基金达成合资经营协议，于
2016年4月22日成立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万国）。

重庆万国注册资本3.3亿美元，其中两江战
略基金出资0.54亿美元。该项目位于重庆两江
新区水土工业开发区，总投资10亿美元，占地
面积约22万平方米，具备生产销售、芯片设计、
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全产业链能力，将分两期建
设。

其中，项目一期投资约5亿美元，预计每月
生产2万片芯片、封装测试5亿颗芯片；二期投
资约5亿美元，届时预计每月生产5万片芯片、
封装测试12.5亿颗半导体芯片。

重庆万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厂房
已完成封顶，正在进行机电安装。预计今年3
月，封装测试厂将开始试生产；今年三季度，晶
圆厂将开始试生产；今年年底，所有工程将全面

完工、开始投产。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半导体市场目前呈

稳步增长态势，未来数年内，中国半导体市场规

模将维持在2050亿~2100亿美元。就重庆而
言，集成电路产业是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之
一，通过垂直整合的集群发展模式，重庆正形成

“原材料—单晶硅切片—IC设计—IC制造—封
装测试—产业配套”多规格、全流程集成电路产
业体系。重庆万国项目将助力重庆打造国家重
要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促进重庆电子信息产业
从笔电基地到“芯屏器核”智能终端的全产业生
态链布局。

重庆万国预计 3 月试生产
每月可生产5万片芯片 年产值将达10亿美元

AOS成立于2000年9月，总部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硅谷，该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从事电
力功率半导体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集
半导体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主要
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
产品市场涉及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智能手
机、家电、通讯设备、工业控制、照明应用、汽车
电子等领域，2017年营业额近4亿美元。

目前，AOS 在美国、上海等地设有多家生

产基地和研发中心，经销服务网点遍布日本、韩
国、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拥有600
多项专利和130多项待批专利。

AOS 拥有两大关键技术：一是 EPI（外延
片）技术，是生产晶圆的核心技术之一；二是封
装技术，在多芯片封装领域，AOS 能将同样功
效的芯片封装成更小模块，并使其拥有更好的
散热性能。目前，AOS 的合作客户包括三星、
联想、华为、小米等全球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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