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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月全市招商完成合同引资10842亿元、到位资金2217亿元

投资重庆“半年报”：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今年上半年，重

庆市招商工作迎难而

上抢先机、育新局，取

得显著成效，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

据介绍，1 月-6

月，全市签约 1591 个

项目，合同投资额1.08

万亿元、完成年度目

标 58.6% ，到 位 资 金

2217 亿元、完成年度

目标52.8%。

亮眼“半年报”的

背后正是招商工作的

创 新 探 索 、章 法 有

度。为了进一步发挥

好政策优势和市场机

制，市招商投资局通

过 完 善 招 商 引 资 机

制、聚焦项目落地、塑

造 全 市 招 商 引 资 品

牌，打通“招引、落地、

品牌”的全链条关键

环节，以招商工作服

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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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招引机制
市区联动引导特色发展

重庆国际生物城位于巴南区木洞镇，是
重庆市统一规划布局的重点生物医药聚集
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
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市招商投
资局与巴南区商定共建生物医药产业示范基
地，开展了系列工作。

5月31日，市招商投资局和巴南区共同
策划举办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与产业链
招商培训会，邀请3位专家聚焦生物医药产
业招商授课。上半年市招商投资局向巴南
区招商局推荐了生物医药产业招商项目20
余个，双方共同研判生物医药产业招商项目
30余个。

这是市区联动发挥实效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市招商投资局逐步建立局机关各
处（中心）对口联系区县（开发区）招商工作
的机制，在工作指导、项目招商、活动推介等
方面强化市区联动。

机制创新发挥出了双重作用。一方面，
引导各区县（开发区）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差
异化。比如，重点支持巴南生物医药、渝北汽
车电子、渝中工业软件等招商引资；另一方
面，统筹区县（开发区）重要招商活动和重大
项目布局，形成全市招商工作“一盘棋”。

全市招商系统还借力政策东风，抓住区
域合作的机遇，积极推进川渝产业共建和鲁
渝产业协作。

比如，召开2022年川渝招商（经合）部门
视频联席会议，共商共建汽车、电子等川渝世
界级产业集群，促进成渝地区协同招商。又
如，发挥东西部协作、“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
同发展等长效机制作用，将鲁渝招商协作范
围延伸至主城都市区，组织区县（开发区）到
山东各地拜访企业，赴青岛参加第三届全球
跨国企业领导人峰会，上半年引进山东项目
18个、签约70亿元。

突出招商实效
强化服务推动项目开工落地

从长安新工厂建设项目落户渝北区，到
两江新区引进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及
先进电池研究院项目，再到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国家电投创新医用同位素研发及生产
基地项目敲定……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成为
全市招商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和发力点。上半

年全市共引进100亿级项目17个、50亿级26
个、30亿级35个、10亿级179个，世界500强
项目27个、中国500强项目12个，创新资源
项目23个。

稳经济、抓产业，最终落实在项目中。通
过加强企业对接引进重点项目，再压实招商责
任、督促落地开工，才能让项目引得来、落得
下、见实效。

今年3月，市招商投资局会同市委督查
办、市政府督查办对市委主要领导会见客商
议定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及全市重大招商项
目开展了专项督办。从督办情况看，全市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整体进展良好，项目履约率
达 92.2%、资金到位率达 21%、投产率达
22%。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是重点项目专项
督查的重要目标。1月-6月，已经协调解决
土地、能耗、物流、人力、资本等相关问题19
项，推动2个终止项目重启合作，带动全市新
开工招商项目739个，开工率达到53.9%，同
比提升15.2个百分点。

塑造招商品牌
打造“投资重庆”平台

“长江奔腾至此 婉约灵动，水天一色
三峡库心……”6月11日，“投资重庆”微信视
频号发布“三峡库心·长江盆景”精美视频。

这段时长2分37秒的短视频徐徐展示了忠县
的石宝寨、白公祠、忠州老街等风光人文和柑
橘、新材料等产业发展，一座风景怡目、人文
怡情、生态怡心的忠县跃然呈现。视频得到
了1.2万次转发分享并收获1.3万个红心。

通过树立形象来提升美誉度、提高关注
度，已经成为城市比拼招商软实力的重要方
式。为了突显重庆城市形象，今年以来市招
商投资局统筹打造全市“投资重庆”品牌，设
计“投资重庆”标识、活动背景板、发布会模板
等，在全市各级招商活动和宣传品中统一应
用，塑造“投资重庆”的整体形象。

同时，开通“投资重庆”微信视频号、学习
强国号，举办“投资重庆”系列新闻发布会和
招商推介会，在重庆日报等媒体平台开通“投
资重庆”专栏，进一步完善宣传阵地；编制“投
资重庆”招商画册等，加强对全市及区县（开
发区）“投资重庆”活动的图文宣传，着力提高

“投资重庆”的传播度。
截至目前，市招商投资局共发布“投资重

庆”精美短视频27期、图文信息570条，系列
活动报道点击量达200万人次，覆盖30个国
家和地区，进一步为全市营造了浓厚招商氛
围，持续唱响重庆招商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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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市招商投资促进局提供

万州区 聚焦先进材料、食品加工、装备
制造、医药化工、新型能源等产业，重点引进
了广东维都利锂离子电池生产等18个项目。

黔江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0个，合同额
约 95.1亿元。聚焦玻纤产业，引进了新型玻
纤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和铝灰渣综合利用、10
万吨再生铝、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项目。

涪陵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3个，合同额
389.76亿元。聚焦新材料产业，重点引进了
重庆万凯新材料年产 120万吨食品级PET高
分子新材料扩建项目、东攀碳材料项目等。

渝中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7个，合同额
290亿元。聚焦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重点
引进了华为信创生态、艾普工华MES软件平
台、百信工业信创项等行业重点项目。

大渡口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8个，合同
额 298.24亿元。聚焦大数据智能化、生物医
药、生态环保、新材料、重庆小面产业，重点引
进了长江音悦港、重庆小面及速食品深加工
项目。

江北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8个，合同额
642亿元。聚焦现代金融、总部贸易、数字经
济及智能制造等产业，重点引进了南洋商业
银行、中国中铁西南总部等项目。

沙坪坝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14个，合
同额 501.7亿元。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等相关产业，重点引进了拓普、赛力斯、
国药等项目。

九龙坡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72个，合同
额889.78亿元。聚焦新能源、制造业、高端装
备、数字经济等产业，重点引进了葛洲坝光伏
能源、吉利新能源汽车高端定制等项目。

南岸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7个，合同额
332.9亿元。聚焦大数据、智能制造、创新金
融等产业，重点引进了台达电子、鹰谷光电、
星汉智能等项目。

北碚区 正式签约项目 34 个，签约金额
208.18亿元。聚焦智能传感器产业，重点引
进了南京天溯传感器制造、上海均和科技港
等项目。

渝北区 签约招商项目49个，正式合同额
415亿元。聚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重点招引
了浪潮工业机器视觉总部、创视微电子西南

研发中心等项目。
巴南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70个，合同额

433亿元。聚焦生物医药、新型显示、大数据
和软件等重点产业，引进智睿生物创新孵化
中心、美心智能系统窗智能门制造基地等投
资10亿元以上项目11个。

长寿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9个，合同额
492.7亿元。聚焦新材料产业，重点引进了渝
化新材料化工新材综合基地项目等百亿级项
目2个。

江津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18个，合同
额 431.4 亿元。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
业，重点引进了华新绿色新材循环经济产业
园、中国系统重庆数字城市总部等项目。

合川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0个，合同额
310.2亿元。聚焦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引进了
比速汽车重组项目、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照明系统生产项目。

永川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88个，合同额
405.4亿元。聚焦汽车摩托车、新能源、智能
家居等产业，重点引进了长城汽车扩能项目、
尤尼瑞克、新明珠陶瓷等项目。

南川区 签约项目44个、协议引资396.97
亿元。聚焦工业、文旅康养、中医药等产业，
重点引进抽水蓄能、光伏发电等项目。

綦江区 总投资 204.2亿元。其中，聚焦
铝及铝精深加工、装配式建筑、精细化工、消
费品工业、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精准招
商，已引进新型建材产业园、LED显示屏核心
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

大足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25个，合同
额 422.2亿元。聚焦五金、汽摩、智能、静脉、
锶盐、文创等产业，重点引进国威新能源、瑞
得思达新材料、家居文创产业园等项目。

璧山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7个，合同额
374亿元。聚焦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产业，重点引进了先进汽车底盘系统、新型
电子元器件等项目。

铜梁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1个，合同额
354.71亿元。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重点
引进了海辰、金汇能等项目；聚焦装备制造产
业，重点引进了爱玛电动车配套企业。

潼南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0个，合同额

300.65亿元。聚焦汽摩零配件、化工新材料
等产业，重点引进了汽车发动机生产、新能源
材料生产基地等项目。

荣昌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85个，合同额
424.21亿元。聚焦新能源、电子电路、智能装
备、现代物流产业，重点引进了厦门新能安、
东箭汽车、中能国润、传化物流等重大项目。

开州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7个，合同额
229.9亿元。聚焦能源建材、食品医药、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引进了光伏玻璃生
产、仿生智能机器人研发等项目。

梁平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76个，合同额
175.8亿元。聚焦以预制菜为主的食品加工、
集成电路、新材料产业，引进预制菜加工、数
字化智能化豆制品制造、智能终端玻璃盖板
生产等项目。

武隆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5个，合同额
178.8 亿元。重点引进了武隆仙女山“碳中
和”景区、酷客部落品牌酒店、新能源开发及
装备制造等项目，强力推进以国际化为引领
的武隆旅游“三次创业”。

城口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2个，合同金
额达 38亿元。聚焦风电光伏新能源、农业加
工产业，重点引进了能投风电项目、三峡新能
源项目和笋竹开发利用项目、核桃调和食用
油加工项目。

丰都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9个，合同额
163.8亿元。聚焦新材料产业，重点引进了铝
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百亿级项目。

垫江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96个，合同额
265.81亿元。聚焦汽摩产业，重点引进了汽
车零部件及智能农机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忠县 签约招商项目 42个，合同额 85.16
亿元，其中工业合同额66亿元，占77%。聚焦
新材料、装备制造、资源加工、生物医药四大
产业集群，重点引进了页岩油气勘探开发利
用、新能源设备制造基地等重大项目。

云阳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93个，合同额
186.25亿元。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产业，重点引进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PC-
BA集成电路板项目等。

奉节县 新增招商签约项目 170个，合同

额 208.4亿元。聚焦新能源、眼镜制造、数字
经济产业，重点引进菜籽坝抽水蓄能、眼镜制
造、京东数字经济产业园等项目。

巫山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7个，合同额
153.81亿元。聚焦生态工业、生态旅游，重点
引进了巫山风电、水上光伏发电项目，中央厨
房及三产融合等项目。

巫溪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5个，正式合
同额 29.63亿元。其中，聚焦绿色工业，重点
引进光伏项目2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1
个；聚焦现代农业，引进种养殖项目5个。

石柱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6个，合同额
25.04亿元。聚焦绿色生态工业，重点引进了
风力发电项目3个、光伏发电项目1个。

秀山县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9个，合同额
36.9亿元。其中，聚焦新材料产业，重点引进
了九鑫锂电池负极材料及配套、碳素制品深
加工等。

酉阳县 聚焦城市更新、生态产业、公共
服务等重点领域，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招商、
区县联动招商机制，常态化举办招商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重点引进了中广核新能源项目、
广东博浩制衣项目等。

彭水县 签约招商项目 34 个，计划投资
174亿元。正式合同26个，总投资64亿元，同
比增长 52%，涉及石材精深加工、清洁能源、
冷链物流、生态康养、文旅融合等产业。

两江新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78个，合同
额 1158.93 亿元，占全市签约总额的 10.7%。
聚焦产业升级、创新科技，重点引进赣锋新型
锂电池科技产业园、沪光新能源汽车线束制
造基地等项目。

重庆高新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8个，合
同投资额787.8亿元。聚焦生命健康、智能网
联汽车等产业，重点引进了国电投医用同位
素项目、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暨李克强院
士工作站等多个项目。

万盛经开区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3个，合
同额 199.44亿元。聚焦新能源（储能）、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
等产业，引进了冠宇动力电池、奥镁高档定型
耐火材料等项目。

全市 38个区县、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上半年招商引资成绩单
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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