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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 月 25
日，在西洽会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铁发建新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合同》。

下一步，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将为

铁发建新公司量身定做金融产品，通过
股权融资、固定资产贷款等融资模式，加
深和推进双方合作。未来3年，该行将为
铁发建新公司提供140亿元融资支持，助
力重庆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农行新提供140亿元 助力重庆高速公路建设

西洽会是收获累累硕果的平台。5月25
日，我市在西洽会开幕式上集中签约109个重
点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额达3160.9亿元。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成为这批重点项目的签约关键词。

关键词1：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将提升汽车

产业发展质量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汽车制造业基地。近
年来，重庆汽车年产量一直稳定在300万辆以
上。但单车附加值较低、配套产业较薄弱等问
题，也制约着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

昨天西洽会开幕式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又
为重庆汽车产业引进一批新能源、新材料项
目，将有助于重庆汽车产业提档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

如苏州同捷汽车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56亿元，在合川区布局新能源汽车整车
生产基地以及同捷西部研究院总部。

同捷汽车设计工程研究院设计总监雷雨
成介绍，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试生产，届时将
推出一款电动汽车，明年年底项目全面达产
后，将具备15万辆新能源汽车整车，50万套电
机电控的年产能力，年产值预计约380亿元。

已落户涪陵区的华晨鑫源汽车也将迎来
二期项目。该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前投产，
2019年实现年产值200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华晨鑫源汽车生产基地二期项目注重技术
创新、产品研发及品牌创建，将注册成立独立
法人的汽车研发机构，投入2亿元以上的研发
资金，打造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新产品。

在汽车配套方面，綦江区引进了上海友升
铝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将投资30亿元，在綦江
建设年产800万套高端铝合金汽车零部件项
目，主要产品包括全铝车身、汽车减震系统、电
动汽车大梁、新能源汽车电池框等。

关键词2：创新驱动发展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将入驻重

庆高新区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在
西洽会主旨论坛上宣布：创新工场将入驻重庆

高新区。
据了解，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将在重

庆高新区设立西区总部。西区总部以“人工智
能赋能商业价值”为使命，依靠创新工场人工
智能工程院强大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群，利用最
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承担人工智能的工程技
术研究、成果转换、人才培养、产品研发、成果
展示等工作。

与此同时，西区总部还将结合新零售、金
融、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一体
化解决方案、引入人工智能人才、引入人工智
能企业集群等，提供专业产业升级的整体咨询
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至各个产业，构建完整
的人工智能生态圈。

在西洽会上，创新奇智（重庆）科技有限公
司也签约落地重庆高新区。

据介绍，创新奇智公司专注于“人工智
能+”B2B企业服务，背靠创新工场人工智能
工程院强大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群，利用最前沿
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相关产
品及商业解决方案，并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助力
企业客户及合作伙伴提升商业效率和价值，实
现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3：绿色发展
生态养殖绿色产业园节能减排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绿色发展十分重要。
此次西洽会重点项目签约目录中，自然少不了
绿色发展项目的身影。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欧盟标准养殖一体
化建设暨生态循环处理项目落户合川区，该项
目由四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6亿
元，建设现代生猪规模养殖场、种猪场，建设饲
料厂、食品加工厂（含科技研发中心）、畜禽养
殖废弃物生态循环处理的有机肥厂及沼气发
电工程等产业一体化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零排放，生猪、畜禽的
排泄物或被制成有机肥，或通过沼气发电转化
为电能。”合川区有关负责人说。

落户涪陵区的华峰新材料绿色产业园项
目，华峰集团拟投资35亿元在重庆白涛工业
园区建设年产18万吨己二酸装置两套、32万
吨环己醇装置和10万吨聚氨酯树脂装置，以
及相关公用工程配套设施。

华峰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达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70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华峰集
团将以“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为目
标，引进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和节
能环保技术，以及最新的机器人技术用于新项
目建设，将华峰重庆基地打造成一座全新的现
代化绿色产业园。

关键词4：高品质生活
首家京东X无人超市年内在

巴南开业

通过西洽会平台，京东X无人超市重庆区
域总部项目正式落户巴南，首家京东X无人超
市将于年内在巴南开业，为市民带来新的便捷
购物体验。

此次落户的京东X无人超市是京东集团
进入线下零售、在无界零售时代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的重要布局，是针对传统实体零售模式的
一种重大变革，将运用京东物联网、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等黑科技，为消费者提供全场景“无
感知”购物体验。

京东X无人超市主要以生鲜和一般食品
品类为主，具有多项独特优势。在商品品质方
面，通过京东供应链优势，在商品的种类和品
质上比市面上的其他商超都要丰富和优质；在
选品方面，X无人超市可以满足市民和周围职
工的餐饮、水果、蔬菜、粮油、零食、饮料、日用
品等品类的购物需求，品类选择会主打平价+
品质，并可以根据市民要求进行调整；在售价
方面，无人超市会通过系统进行全网比价，保
证会以平价的价格销售给市民；在购物方面，
无人超市可以做到低成本的24小时运营。

预计到10月左右，重庆首家京东X无人
超市将在巴南龙洲湾万达广场亮相。届时，市
民可前往体验这种新型的便捷购物体验。而
在未来3年，全市京东X无人超市将超过40
家。

除此之外，在西洽会上，渝黔（綦江）农副
产品综合批发市场项目也落户綦江食品工业
园区，该项目建成后，不但将提升我市城市品
质和购物环境，补充丰富本地农产品种类，为
群众减轻菜篮子负担，让老百姓吃到品质菜、
放心菜、实惠菜。同时，还将拓展农副产品销
售平台，带给渝南黔北地区一个领先版本的专
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促进互联网+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

109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投资总额3160.9亿元
西洽会开幕式签约项目涵盖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绿色发展、高品质生活4个关键词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本报讯 （记者 杨艺）5月25日，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透露，本次西洽
会上，成功签订了越南胡志明市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核心装备供货和技

术服务三个项目。
三峰环境产业集团致力于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投资、EPC总承包、设备制造和运
营管理全产业链服务，成为行业领先者。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签下越南发电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杨骏）西洽会上，
寸滩保税港区与慧石汇通（重庆）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智能外贸单证处理中心
项目。通过该项目，外贸单证处理时间
将由20分钟缩短至2分钟。智能外贸单
证处理中心项目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的智能报关员技术，将这一流程变
为“自动化”，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该项目初期投资金额约200万元，已
在一周前成功试运行，预计在本次签约
后，将正式在寸滩保税港区使用。据悉，
目前重庆每年约有100万票的外贸单证。

智能外贸单证处理中心项目落户寸滩

本报讯 （记者 杨艺）5月25日，
四川省广安市在渝举行“川渝合作示范
区（广安）优势产业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1个，协议投资
达68.03亿元。据悉，本届西洽会期间，
广安成功签约项目49个，协议投资达

190.13亿元。
广安邻水县作为川渝合作示范区的

“桥头堡”，80%以上的产品为重庆配套。
西洽会上，邻水县引进了汽车方向盘及门
锁等自动生产线、汽车冲压件生产等8个
项目，绝大部分为重庆汽车制造业配套。

广安签约49个项目 投资近2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 月 25
日，在西洽会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我国
最大的再生金属综合利用企业——中国
金属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垫江县签署合
作协议，拟在垫江县打造西部再生铜产
业发展基地。

该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主要建设

金融仓储物流供应链总部基地和再生铜
加工制造产业基地。项目计划8月开建，
建设周期预计为1年。建成投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100亿元，年
贡献税收3亿元-8亿元。

当天，垫江县还签约了15个生态农业、商
贸旅游和工业项目，协议引资额达94亿元。

垫江将建设西部再生铜产业发展基地

本报讯 （记者 杨骏）西洽会首
日，江津区共签约42个项目，揽金约461
亿元。

这批签约项目涉及汽摩及零部件、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材料、食品加工
等，还有部分城市综合体开发、现代教育

及医疗康养、旅游、农业、家居等项目落户。
其中，碧桂园房地产集团将投巨资

在江津滨江新城建设城市综合体开发、
现代教育及医疗康养等项目。据悉，该
集团计划用3-5年时间，在江津区投资
约80亿元。

江津签约42个项目 揽金461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5月25日，
重庆机电集团以“重庆机电，中国智造”
为主题，组织旗下31家企业参加西洽会，
展出一大批本地制造的高精尖智能装
备，并在参展首日拿下6亿元订单。

参展的高端新设备包括智能仓储系
统、数控卧式滚齿机、恩斯特龙直升机
等，机电集团还发布了智能物流整体解
决方案、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和
信息集成解决方案等。

重庆机电集团首日拿下6亿元订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5月25
日西洽会上，两江新区完成59个项目签
约，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健康医疗等
领域，签约项目总额达227亿元。

其中，蚂蚁金服集团将在两江新区增
资82亿元的大项目尤其引人注目。蚂蚁
金融服务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裁杨鹏介
绍，此次投资涵盖的领域，是从科技一直

到普惠金融。在科技方面，有人工智能、
风险防范的元素在里面；在普惠金融方
面，将专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同时，蚂蚁金服集团还将在重庆推
广“城市大脑”的技术，用大数据去服务
整个城市的管理。未来还会在公积金、
医保、交通出行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让
重庆市民能更便捷地获取政府服务。

两江新区签约59个项目 总额达22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西洽会上，
西藏昌都市邀请18家当地企业参展，现
场展示了虫草、雪莲、牦牛肉等上百种雪
域高原特产。

本次西洽会上，昌都共推介招商引
资项目65个，实现签约项目11个，签约
资金达16.1亿元，招商引资项目涉及旅

游文化、清洁能源、高原农牧业深加工、
仓储物流、矿业等领域。

“一直以来，重庆积极贯彻国家援藏
战略，对口援助昌都23年。此次参加西
洽会，为昌都走出西藏推广民族文化、推
介项目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昌都相关负
责人介绍。

高原特产亮相 西藏昌都揽金1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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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展台，园区企业带来的机器人担
当起迎宾的角色，它与观展者的“机智”对答引来大家笑声
连连。

在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展台，多国参展商在此洽谈。

在国际馆澳洲展台，厨师正在将来自澳大利亚林肯港的重达70斤的
蓝鳍金枪鱼进行加工，供现场观众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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