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定资产投资139.5亿元
同比增长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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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总量128.6亿元
增速11.9%

工业增加值76.4亿元
增速11.4%

进出口总额4.3亿元
同比增长20.1%

城乡居民收入8748元
增速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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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地区而言，企业要完成从转
型升级到扩规提质，再到做大做强的跨越
式发展并非易事。融资难、融资贵是不少
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拦路虎”。

2015年6月，重庆凯成科技有限公司
入驻璧山高新区。在厂房建设和设备引
进过程中，公司一度遭遇资金难题。

就在企业负责人一筹莫展之际，机会
来了。2016年初，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对
全国落实重点政策成效较明显的20个地
市和20个县区予以通报表扬，并从国家
专项建设基金、中央预算内投资沉淀资金
等方面予以激励支持，璧山就是被表扬的

20个县区之一。
在璧山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凯

成科技凭借“功能性膜材料及薄膜太阳能
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以及自主设计开发
的“卷对卷扫描激光干涉制造系统”等创
新，申请到1亿元国家专项建设基金。这
些资金犹如一场及时雨，加快了凯成科技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如今，该企业已成为
苹果、富士康、联想等全球知名品牌的外
包装壳供应商。

在璧山，像凯成科技一样从国家专项
基金中受益的企业还有不少。近两年来，
璧山高新区积极对接国家政策，为10余

家企业成功申请17亿元国家专项建设基
金，这些基金拉动民间投资高达100亿
元。

璧山区财政局副局长董其鑫介绍，为
化解企业成长中的困惑，璧山坚持“创新+
资本=新动力”的经济逻辑，推行“政府引
导+金融机构辅导”的全新合作模式，形成
了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格局。
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把过去的“行政化
补贴”转化为政府以股权参与金融机构和
企业的投资，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形成了
三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大大提
升了政府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璧山建立
了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的种
子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
金，光创业种子投资基金规模超过3000
万元。去年，该区共设立5支产业和股权
投资基金，规模达到29.7亿元。

如今，璧山的资本运营服务体系亮点
频频。去年，该区鼓励引导企业到资本市
场直接融资，3家企业挂牌新三板，37家
企业进入全市拟上市企业储备库；建立科
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
金，首期规模达到1000万元。今后，璧山
打算用3年时间培育30家企业挂牌上市，
预计撬动社会投资超过300亿元……

产业创新、平台创新和融资创新，推
动“璧山制造”迅速转变为“璧山智造”，
创新成为璧山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设立5支产业和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达29.7亿元

从“璧山制造”到“璧山智造”

创新成为璧山经济发展第一动力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今年一季度，璧山区经济实现了“开
门红”。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要素成
本普遍上涨的大背景下，璧山仍能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关键
是抓准了发展的方向。

对于璧山而言，产业创新、军民融合、
金融创新都是该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其中，推行军民融合的探索尤其值得肯定。
对于地区和企业而言，军民融合辐射

面广、产业带动性强、市场内需潜力大，好
处显而易见。

近年来，璧山深刻分析自身优势，找
准了军民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在璧山区
政府的引导下，青山公司、红宇精工等一
批军工企业以融合创新为动力，以信息化

为手段，大力推进技术改造、研发设计、品
牌提升，促进了汽车发动机、汽车底盘、汽
车转向器、摩托车整车、电机等产业的集
群发展，使得当地的军民融合初见成效，
其发展经验值得我市其他地区借鉴。

需要提醒的是，推进军民融合是一场
持久战。对于璧山而言，当前和今后不仅
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

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关键期。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
合，意味着军民融合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亟
需付出更大的努力，推出更有效的举措。

实践证明，只有凝聚军、民企业和高校、
科研院所的合力，促进各领域信息资源共享
互通，才能为军民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强大
的生命力。希望璧山继续扭住军民融合发
展的关键抓手，进一步优化服务理念，加强
机制建设，做好需求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

“军转民、民参军”的活力。我们相信，当璧
山奏响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强
音”，它的创新之路也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军地合力 推动军民融合向纵深发展
廖雪梅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今年一季度，璧山区新签约项目29
个，合同投资额124.8亿元，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283.1亿元。
亮眼的招商引资成绩背后，离不开该区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的努力。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璧山区政府了解到，璧山区近年主要从三
个方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力提升招商引资的软实力——

一是推行建设领域审批改革。该区新设立建设领域并联审
批联合办事大厅，将建设领域17个审批部门、73项审批事项纳入
改革，实行首问负责制，建立超时默许、缺席默认工作机制，探索
建立“全程跟踪协办制度”，将审批时限由330个工作日压减至50
个工作日。

二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璧山，营业执照办理时限已由20
个工作日压减到5个工作日，简单登记备案事项实行“审核合一”，
在创业集聚区试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推行企业登
记全程电子化，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三是落实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近年来，璧山编制并公布了行
政事业性收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两个目录清单”，取消、停征
涉企收费41项，清理、调整各类保证金31项，仅去年一年就为企
业减负12.5亿元。

深化“放管服”改革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建设领域审批时限
由330个工作日压减至50个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璧山区科委
了解到，为打造创新引领高地，璧山今年将推进“1+10”研究院体
系建设，组建航天产业研究院等3个专业研究院。

与此同时，璧山区今年将培育泰坤科技、飞扬环保等本土企
业建设研发所，力争区内35%的规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到
2020年，该区将力争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
达到40%以上。

据了解，璧山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璧山区研究院建设
总体方案》《璧山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扶持办法》支
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对企业建立的法人化研究院给予1000万
元的补助，企业建立国家级、市级和区级研发机构的，给予20万元
至200万元不等的支持。截至去年底，该区共建立了75个市级及
以上研发机构。

2020年超四成规上企业
将建研发机构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消息，璧山区今年一季

度 GDP 总量达到 128.6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1.9%；

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76.4亿

元，增速达到11.4%。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背景下，璧山区是如何“精准

发力”，同步提升经济发展的

“质”和“量”的？在璧山区委

书记吴道藩看来，这些经济数

据背后，是璧山区以高质量发

展为遵循，推动创新成为发展

的第一动力；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

引擎的不懈努力。

核 心 提 示

“这是循环生产线，上万平方米的焊
接车间里只有60多个机器人，可为企业
节省掉近千人的人工成本。”近日，在璧山
高新区重庆众泰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焊
装车间，车间负责人向重庆日报记者介
绍，他们的新生产线自从去年投用后，产
品产销量稳步增长。

让人惊讶的高科技不限于此。去年2
月，璧山区政府、重庆大学、意大利圣安娜
大学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共建的

“中意创新产业园”落户璧山高新区。“中
意创新产业园”首期规划用地3平方公
里，已引进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新
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及汽车车联网项目。

得润电子项目负责人淡建林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他们为宝马i3生产的车载充
电机样品已经交付，最快本月这种充电机
有望大批量生产。未来，宝马i3甚至保时
捷纯电动车Mission E将装上这种璧山
造“心脏”。

宝马、保时捷为什么青睐“璧山造”？
这得益于 2015 年得润电子对意大利
Meta公司的并购。

淡建林透露，得润电子通过收购
Meta获得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模组+充电
桩+自动驾驶传感器的技术。而Meta的
充电模组是宝马i3的独家供应商，这使得
该公司拥有了敲开其它名车集团供应链
的敲门砖。

众泰汽车、得润电子的蓬勃发展，是

璧山以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一个缩影。

璧山区经信委副主任曾佑勇介绍，在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初期，支撑璧山工业
经济的是机械加工、制鞋和建筑建材业

“老三样”。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高
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严重阻碍了
璧山发展。为此，璧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抓手，2010年起在全市率先整体退
出煤矿、钢铁、烟花爆竹等生产行业，关停
整治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超过400家，这些
被关闭的企业产值加起来有100多亿元。

不过，上百亿元产值的“舍”，却换来
了数百亿元的“得”。近年来，璧山以“品
牌聚集”和“链条补缺”促进产业聚集，重

点在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三大
产业上发力，使得全区工业焕发出新的活
力。

如今，璧山高新区围绕新能源汽车、
网联汽车、机器人布局“智能装备”产业；
围绕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穿戴设备、智能终端布局

“信息技术”产业；围绕生物医药、新型药
物、医疗器械、健身器材、健康食品，布局

“生命健康”产业，吸引上千家企业入驻。
去年，璧山高新区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
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比重提高到89.1%，璧山高新区还获评为
国家智能化工业示范园区。

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璧山高新区
启动了20平方公里的人工智能产业园规
划编制，今年还将实施“产业智能化”工
程，引导扶持100家以上企业开展智能化
改造。

宝马保时捷新能源车“心脏”璧山造

在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整
车半消音转毂实验室”格外引人注目。为
达到消音效果，这个实验室近乎“悬空”，
地面与地下仅通过弹簧接触；门也是用特
殊材料建成的，有30厘米左右厚；实验室
里的噪声仅有18分贝，人待在室内可听
见自己的心跳声……

正是这种严苛的环境使科研人员“捕
捉”到变速器中存在的最细微问题。

青山公司负责人介绍，为建设这个实
验室，青山公司花了5000万元。如此细
致较真的“执着”和大手笔投入，使该企业

成为中国最大的专业变速器生产企业，拥
有长安、上汽、一汽、哈飞等固定客户。

青山公司是璧山区加快军民融合步伐
的缩影。据统计，在璧山高新区，像青山公
司这样的军民融合企业及其关联企业超过
400家，占高新区入驻企业总数的四成以上。

为什么璧山如此重视军民融合？璧
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罗志军
介绍，璧山高新区集聚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89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
室、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67个，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5家。正是基于这些底气，

璧山高新区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璧
山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军
民融合平台建设。

2016年11月，依托璧山高新区，重庆
首个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挂牌成立，
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
空间信息、新型材料等军民两用新技术开
展合作研究。在璧山区政府的引导下，青
山公司、红宇精工等一批当地军工企业以
融合创新为动力，以信息化为手段，大力
推进技术改造、研发设计、品牌提升，如今
军民融合产业已涵盖该区汽车、电子信

息、医药食品、轻工等领域。
不仅如此，大规模的军民融合还推动

了各方合力创新的步伐。截至目前，重庆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总院完成组织
机构搭建，注册成立重庆得润汽车电子、
重庆众泰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庆黄桷树智
能传感器、欣渝兴材料4个研究院，“1+
10”产业研究院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与此
同时，璧山规划5平方公里“军民融合产
业示范区”，成立了国防科工局经济技术
发展中心西南工作部，设立了中国探月工
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工作站，积极创建
智能传感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未来，璧
山将在材料应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
域进一步实现成果转化，打造具有较强影
响力的军民融合示范区。

高新区四成以上企业与军民融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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