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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治理
道路基础要变样

在渝北区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渝北区再一次向全区群众承诺：建设
好航空小镇片区道路，提速建设数据谷北立
交、新牌坊立交等6座立交，新建续建33条城
区断头路，以增强城市交通的通行能力。

同时今年还要完成投资43亿元，全面加
快南北大道延伸段、两江大道延伸段、龙胆路
等77条道路的建设。

“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因为交通基础设
施对治理‘城市病’的作用太大了。”渝北区建
委相关负责人说，其实，从去年开始，区里就
已经开始花大力气治理这“城市病”了。

2017年，渝北全年共完成了90亿元的投
资，实施了包括城市道路、立交节点人行过街
设施、公共停车场等在内的150个项目。

今年，渝北区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上，更加大了力度。除继续推进已经实施的
项目外，又将从道路建设、过街人行设施、停

车库等多方面，新上一批项目。如在停车库
的建设上，今年就要推进48个公共停车场
（库）的建设，并建成12个，通过开发新配套
建设停车位1万个。人行过街设施建成4座，
开工4座，并开展前期研究8座。

政府大手笔投入改善城市交通设施，为
渝北治理“城市病”打下良好的基础。

挺“骨架”活“关节”
除“痛点”架“心桥”

在办好治理“城市病”这一民生实事中，
渝北区从挺“骨架”、活“关节”、除“痛点”、架

“心桥”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渝航大道、两港大道南延伸段、航空城

片区道路等骨干道路已经完工；木耳物流
园一期、工职院以北片区等片区道路正在
加快建设；悦港大道空港新城段的路基正
在加紧施工；金山大道北延伸段已完成土
石方工程……目前，渝北跨区域主干道等
一批“骨架”道路工程，正在抓紧建设。

在挺“骨架”中，渝北区实施了跨区域的

11条主干道、城区内部的10条主干道、以及7
个片区的道路建设。这些道路建成和完善
后，将进一步的完善城区内部主干路网，形成
功能分明、层级有序的城市道路骨架系统。

在活“关节”中，渝北区重点推进了一批
城市立交节点的建设。目前，回兴立交即将
完工、新牌立交加快建设、机场路联络道等其
他4个城市立交节点提速推进。这些“关节”
工程建好后，将有效地优化系统拥堵片区的
对外交通转换节点，提高城市道路节点的通
行能力和转换功能。

在除“痛点”中，渝北区根据区人大代
表的建议，对全区城市的断头路进行了调
查摸底，找出了 68个“痛点”，然后逐一做
出具体的规划设计，把这些“痛点”逐一清
除。2017年，区里已投入11.8亿元，将中华
置地横二线、天保路、竹音路等30条断头路
全部打通。在今年，还将继续打通33条断
头路。

在架“心桥”中，渝北区在学校、轨道站
点、交通枢纽站场、商业中心区、大型公共场
馆等人流密集区，布局了一批人行过街设施，
以有效分流人车，提高车辆通行速度。目前，

市一中人行天桥、双凤桥换乘枢纽人行天桥
正在加快建设，其他项目正在开展相关前期
工作。

智能化管理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在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将
全面提升道路的科学管理，通过全面提升智
能化管理能力，促进通行能力的提升。”渝北
区相关负责人说，2018年，将通过加强城市
交通管理来治“城市病”。

在渝北区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了今年要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深化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强化
管控、综合治理、联动执法。并启动建设城市
管理的大数据中心、智慧城管执法管理系统、
以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加
强交通的联合执法，优化城区的红绿灯设置，
规范路边停车，逐步消除主次干道的乱停车
现象。

在城市交通管理中，渝北将在今年引入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通过整合各方
面资源，搭建起信息平台。通过智能交通系
统的大集成来深挖交通管理的潜力，提高智
慧化的管理水平。

在深挖交通管理潜力中，渝北在今年还
将通过严管影响交通通行和安全的交通违法
行为，整治乱停乱放车辆现象等来提升道路
的通行能力。

在方便居民出行中，渝北区正在精心策划，
建设公交优先道。在年内，要在跨组团客流的
主干道上，建设25公里的公交优先道。通过统
筹出行的峰谷时间和道路节点，合理地调配公
交优先道的使用限制，以方便市民出行。

治理交通拥堵是群众反映

强烈的“城市病”，在2018年里，

将成为渝北区为群众办的最重

要的民生实事之一。

渝北区将从改善道路基础

设施和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发

力，解决“城市病”，提升道路通

行能力，将这一民生事实办好。

金龙路人行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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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善基础设施和智能交通管理入手

渝北 治理“城市病”让出行更方便

“是江津区科委救了我们公司！帮我们
解决了融资问题，买到了生产设备！”近日，
重庆有法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庆友表
示。

为解决融资问题，曾庆友为此已经奔走
了整整两年，备尝辛酸，受尽了折磨。

技术“狂人”贷款无门

曾庆友是个科技“狂人”，2002年从德国
留学回来后，一心钻研伺服驱动器技术，历经
无数次失败，终于在2009年开发出自己的产
品。

伺服驱动器是什么？伺服驱动器又称为
“伺服控制器”、“伺服放大器”，是用来控制伺
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及数控
加工中心等自动化设备的核心部件，现已被
广泛应用于高铁、电梯、电动汽车等领域。其
作用类似于电脑的英特尔芯片，可以帮助它
们瞬间提速、精准定位。

目前，我国80%以上的伺服驱动器市场
被国外大公司所占领，全国能生产伺服驱动
器的企业只有12家，有法数控是西南地区唯
一的一家。至今，该公司已获得5项发明专

利、40项实用新型专利。
2014年，曾庆友在北京高交会拿到大笔

订单，2015年在江津双福新区投资2000多万
元建起了厂房。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
候，厄运瞬间而至：因厂房办不到房产证，银
行不给贷款，他没钱购买生产设备。

在此之前，他使用的是2005年从韩国购
买的淘汰设备，在速度和精度上都达不到规
模生产的要求。2017年，他拿到了3亿元的
订单，结果拼死拼活只完成了1.4亿元。而这
些设备国内没有卖，只能靠进口，国外的公司
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为解决融资问题，他找了各大银行及担
保公司均被拒绝，找了相关市区相关部门都
没有成功。他甚至病急乱投医，找了好几家
小贷公司，结果受骗上当，不仅没有贷到款，
反而被骗了钱。其间有国外公司借机高价收
购，他又不忍心多年的心血付出“嫁”予他人。

喜获风险补偿基金

2017年 11月，曾庆友终于看到了希望：
当月10日，江津与市科委、重庆银行、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签订合作协议，正式加入重庆市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为
此，江津区与市科委共同设立了规模为2亿元
的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
金（简称“风险补偿基金”）。

按照试点办法，科技型企业无需任何抵
押物，只凭知识价值信用，就可获得银行最高
300万元贷款授信，利率执行同期基准利率。
企业所要做的就是在市科技型企业信息管理
系统上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系统根据这些材
料自动评定信用等级和额度，根据不同的知
识价值信用等级，企业可获得40万元到300
万元不等的信用贷款。

2017年12月28日，有法数控与另外3家
企业一起作为江津首批获得风险补偿基金授
信的科技型企业，与银行签订授信贷款协
议。4家企业共获得640万元授信贷款，有法
数控获得200万元授信贷款。

“我已经跟日本公司签了合同，订好了设
备！”曾庆友说，与银行签订授信贷款协议后，
银行不仅给了公司200万元贷款，也相信公司
的技术实力和发展前景，给公司开了2000万
元的信用证。他这次都是带着信用证去购买
的设备。

新设备的生产效率是老设备的20倍以
上，工艺也更精准。待新设备送到后，他们就
可用新生产线生产出更多、更高端的产品，去
占领更多的市场。

目前，江津已完成237家科技型企业的知
识价值信用评定，总授信额超过3亿元。

推出科技金融产品

“曾庆友的遭遇，反映了科技型企业所面
临的一个普遍难题！”江津区科委主任王劲松
说，科技型企业大都具有轻资产、重创新的特
征，在传统以重资产为基础、以财务指标为关
键的商业价值信用评价体系下，很难从银行
获得贷款。而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改革试点，则通过政府成立风险补偿基金，对
逾期贷款实行代偿、对银行贷款进行利息奖
励的办法，降低银行贷款风险，解除银行后顾
之忧，调动银行放贷积极性，实现了科技型企
业融资的轻资化、信用化、便利化。

去年以来，江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不仅出台系列政策支持科技创新，还积
极开发科技金融产品，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
题。除风险补偿基金外，他们还推出了创业

种子投资基金、专利质押融资两只科技金融
产品。

创业种子投资基金总规模为5000万元，
主要针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为免息信用贷
款，最高可贷50万元，最长可贷3年。2017
年6月，该基金正式启动放款，至今已对14个
企业投放了610万元。

专利质押融资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企业、
高成长性企业。他们可将有效专利作抵押
物，从银行获得授信贷款，政府给予50%的贷
款贴息。目前，该区已有润通动力、起重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重通成飞3家公司共获得了
4.6亿元专利质押贷款。

为更好地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江
津区科委专门新成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设有3个编制。前不久，江津区科委与市科技
金融集团达成意向，拟在江津设立分支机构，
入驻江津科技创新中心，就近为该区科技型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王劲松表示，他们接下来将成立天使基
金、风投基金，给科技型企业更大力度的金融
支持。

积极开发科技金融产品 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赵童 王琳琳 付道运

B保封关运营、东盟物流大通道建设纵深推进

巴南 在“一带一路”上打造重庆南向开放窗口

“滴、滴、滴……”近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水果的大货车结
束了“东南亚之旅”，稳稳地停靠在园区内。自
2016年4月28日东盟公路班车首次开通后，
2017年12月20日，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与中欧
班列（重庆）无缝连接运营正式进入常态化运
行，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窗口由此在巴南打开。

去年，这样的“好声音”不绝于耳。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巴
南作为重庆南向开放的重要窗口，抢抓“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不断
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商贸物流发展驶入“快
车道”实现腾飞。去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43.5亿元，同比增长11.2%。

千亿级物流城蓄势领航

2016年4月28日，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以
“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班车模式首
次运营。同年6月，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开通东
线复线，采用陆海联运方式，从重庆公路物流

基地出发，经陆路至广西防城港市后转海运到
达越南胡志明市，全长2650公里，运行时间6
天。

而今，重庆东盟班车东线每周两班，还开
通了抵达泰国曼谷的中线班车，南向国际物流
大通道延伸至泰国曼谷；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从
越南经南彭B保，再经中欧重庆班列运至德
国，首次开启亚欧多式联运国际贸易新通道。
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封关，
并与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大通道组成“一路一
保”。据介绍，自2017年4月封关运行以来，发
往东盟的货物已超过137个集装箱，货物价值
达1.4亿元人民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重点，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近年来，巴
南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积极参
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目
前，已重点发展了以华南城、协信等为代表的专
业市场集群；以京东电商产业园、顺丰产业园为
代表的电子商务，以及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和外

向型贸易物流平台，以南方阻燃和烟叶复烤等
与物流市场配套的增值加工业；以公路车检场、
保税物流中心（B型）为载体构建外向型贸易物
流平台。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超300亿元，开工
建设项目20个，投入营运项目12个，年交易额
300亿。预计到2022年末，完成总投资约800
亿元，形成2000亿级商贸物流基地。

电商巨头形成集群效应

75.9%！
这是京东在2017年“双十一”期间向线上

要效益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数字，即京东接单量
同比上年增长75.9%，可见其销售量呈现爆发
性增长。

作为电商巨头，京东集团于2013年10月
率先挺进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大通道的起
点，从最初100平方米的民房、快递员不足100
名，到如今实现1个项目“变”7个、一个企业成
长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巨大转变，销售额从2014
年的19.9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98.7亿元（截

至2017年12月），一跃成为巴南最大零售企
业。

“电子商务”这个曾陌生又遥远的词汇，如
今电商产业成为助推巴南经济腾飞的重要“引
擎”。以京东电商产业园为“引子”，吸引顺丰
电商产业园、京东虚拟电商、京东物流等众多
业内企业聚合成产业集群，推动巴南乃至全市
外向型经济发展，打造出富有活力的现代产业
新高地，对巴南乃至全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2017年，全区限上法人企业电商
零售额增长71.5%，达到76.1亿元，占全市总量
的1/4。

既是购物天堂又是民生大市场

“现在不仅可以逛万达，还能去华盛奥莱
小镇‘嗨’，吃饭、看电影、购物……”最近，华盛
奥莱小镇已成为热词。

2017年9月30日，位于华南城核心地带
的城市综合体——重庆华盛奥特莱斯小镇开

张，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秉持“折
扣+名品”的购物理念，是购物新天堂。目前，
入驻品牌达90家，已实现营业额2000万元。

其实，巴南的商业建设远不止于此。2017
年，华南城一期120万平方米市场完成建设，约
4000余家商户签约入驻，食品交易、酒店用品、
五金等市场开业。同时，巴南区还统筹城乡商
贸发展，加快城市商圈建设：制定并完善商圈
规划；加大农贸市场建设力度，完善民生商业；
新建先锋大书堡菜市场、盛世江南菜市场和道
角农超并全部投用。

此外，巴南区特色专业市场全面开花结
果。渝南大道家居、汽车专业市场群基本形
成，加快推进协信汽车城和西部汽车城楼宇
市场等提档升级。2017年，五大市场实现交
易额433亿元，同比增长15%。据悉，以重庆
华南城为龙头的专业市场群项目全部建成
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辐射广的超大规模商贸
物流市场群，进一步提升重庆商贸物流行业
辐射力和影响力。

袁启芳 王彩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