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九龙坡正围绕“提
速壮大智能产业、提质传统优
势产业、提能智能技术应用”
三大主攻方向，全球整合创新
创业资源，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快形成智能产业、智
能制造、智能化应用“三位一
体”发展格局，全速打造全球
功能性创新中心、西部创业中
心和重庆科学城，向高新高质
高品、宜居宜业宜游的“三高
九龙坡、三宜山水城”美好愿
景全速前进。

今年以来，创新工场人工
智能工程院、深圳创新奇智西
区总部、网易（重庆）联合创新
中心、盘古大数据产业园等一
大批项目已纷纷签约落户九
龙坡。其中，创新工场人工智
能工程院成功选址启迪科技
园，目前正在办理有关手续，
即将进入施工阶段。

盘古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将建设盘古天地西部运营及
研发中心、大数据产业园、创
业孵化及产业化基地项目和
配套产业基地。网易（重庆）
联合创新中心将打造基于网
易云计算、大数据资源的科技
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发掘与
服务重庆创新型项目和企业，
助推传统型企业的互联网转
型升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
园、上海理工科技园、北京北
化大科技园、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也分
别跟九龙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孵化培
育创新型科技企业、推动产学研区域合
作和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等，把高等院校
智力优势切实转化为服务经济发展，助
推产业升级的强劲动力。

此外，在九龙坡，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Intel资深技术专家张劲帆创建的
睿思科技，已占领全球 80%的 USB3.0
通讯芯片市场；建成的全球首条大面积
单层石墨烯薄膜生产线，产能高达300
万片/年、全球领先；建成阿里体育数字
化智能平台，将全国体育场馆、精彩赛
事一网打尽……

据介绍，截至9月18日，该区累计发
展微型企业56500户，带动就业42.48万
人，微型企业存活率达81.2%、成长率为
21.8%。市场主体累计达到16.8万户，每
万人拥有市场主体量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1.8倍，新增量、总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市
第一，创业氛围浓烈。

累计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10662户，
占全市同类企业17.7%；节能环保型企业
3416户，占全市同类企业19.0%；电子商
务型企业 3043 户，占全市同类企业
10.9%。在今年新发展的微企中，科技创
新、节能环保、电子商务3种类型占比达
较去年上升2.3%，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中国企业五百强”的隆鑫通用无
人机飞翔天际，到西南铝研发制造的航
天铝材翱翔太空，再到融合“政、学、金、
研、产”一体的创业谷，以及行业领先的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ADAS智能驾
驶系统、全球首创的AI视觉混合现实真
人教育产品“TALK DOO”……九龙坡
正拥抱着历史与未来的深情交融，用肥
沃的热土孕育中国“智造”的基因。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在‘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的指引下，
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3个关
键词，要准确把握‘转’的路径和抓
手。创新，就关乎着发展动力。”九
龙坡区相关负责人称。

放眼全球，创新创业活动集中
发生在两创生态系统完善的少数区
域。比如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以
宽松、包容、协作的创业环境，共创、
共享、共赢的利益机制，打造出全球
顶级两创集结地。

作为重庆经济的主要引擎之
一，九龙坡区敏锐觉察经济动向，抢
占发展风口。

智博会的亮相、两创大赛的举
办，让九龙坡区创新创业行动计划
浮出水面。

该区在市工商局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下，出台《九龙坡区微型企业亮
区工作实施意见》，成立由区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亮区”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全区各部门互相配合、协同推
进，把“亮区”与“两创示范”同步纳
入全区综合目标考核，以“亮区”工

作促进“两创示范”建设。
高新区管委会大力支持银行、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机构、金
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股权投资机
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信息
技术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生物医药
及生命科学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
装备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市场主体
（机构）发展，鼓励企业境外融资、加
强信用建设、加强金融品牌建设等。

九龙坡区工商分局以商事制度
改革为牵引，全力推动市场主体、营
商环境、创业活力、创新生态提档升
级，突出把好“宽进”门槛关、“严管”
效度关、“优服”重点关，营造便利
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
境。实行“三十一证合一”，推行预
约登记、延时服务、执照邮寄、登记
导办、限时办结等便民利企服务措
施，实现注册登记区内全域通办、异
地可办、就近能办等；强化市场主体
失信联合惩戒，实现大数据深度研
判和精准监管，落实“线上监测、线
下实证、多措处置、稳妥善后”的“四
步工作法”等。

九龙坡区经信委围绕“提速壮

大智能产业、提质传统优势产业、提
能智能技术应用”三大主攻方向，推
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向着高新高质高品、宜居宜
业宜游的“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
城”愿景全速前进。

九龙坡区科委大力加强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工作，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水平。

九龙坡区商务局积极拓展电子
商务新领域，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
通过各种模式开展网络营销，支持
电子商务骨干企业做大做强，进而
推进集聚效应发展；利用各镇便民
服务中心、农村商店等资源，积极推
进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不断优
化完善农产品变商品“最初一公
里”；以增量为抓手，做好跨境电商
招商，推动跨境电商企业入统等。

在一系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组合拳下，九龙坡“微企亮区”工程
疾蹄步稳推进，市场主体不断增加，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创业活力不断迸发，
创新引领不断凸显。

如今，在重庆理工大学杨家坪
校区的重庆清研理工创业谷，有了
梦想便有机会插上翅膀。

该创业谷是由重庆理工大学联
合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九龙
坡区政府、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等单位共同打造的汽车及智能制造
领域应用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高技术企业孵化的专业化服务平
台。

与众多孵化平台不同，该创业
谷利用市场化的管理机制，构建“四

轮驱动”创新孵化培育模式，形成
“孵化平台+基金+研究院+检验检
测”的协同创新体系；可为企业提供
办公研发、小试中试、规模生产的

“三级孵化场地，打通从苗圃、加速、
产业园的三级孵化链条。现创业谷
成立仅一年多，已经孵化创新创业
企业、团队105个，高成长型科技企
业8家，拥有微股权企业（含拟投
资）14家，产生各类知识产权100余
项，为企业获得投融资支持4000余
万元。

在九龙坡区华龙大道99号，隆
鑫通用动力公司坚持以智能化为中
心，加强和实现软硬件的升级转型，
建立了宝马工厂等智能化工厂、生产
了无人机产品，实现了产品从“地上

跑”到“天上飞”。其中，该公司推出
的XV-2植保无人机，实现了与大数
据深度融合，可记录农作物的生长情
况、病虫害分布和危害情况，以及通
过监测土壤、气候、病虫害变化等制
定精准植保解决方案。目前，该公司
的高新技术产品已占年销售收入的
60%以上。

在九龙坡区高科创业园，高圣
医药是一家生物技术创新药物研发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肿
瘤前期快速诊断试剂盒、新型疫苗
等研发。目前，公司申请发明专利
40余件，在研科技项目20余项，获
高新技术产品3项，正在积极打造
研发外包平台、共享实验室、生物医
药转化平台等项目，促进优秀生物
医药项目落地九龙坡，形成生物医
药产业的集聚效应和竞争优势。

据介绍，2016年至今，九龙坡
区新增市场主体67451户，全区各
类市场主体累计16.8万户，新增量、

总量稳居全市第一；新增小微企业
74077户（含个体工商户），全区小
微企业总量为167015户（含个体工
商户），位居全市第一。

支持企业走“商标品牌发展”之
路。近三年申请专利 20646 件，
R&D经费占GDP比达到2.8%。新
增国内注册商标11676件，累计拥
有国内注册商标30475件；新增小
微企业商标自创品牌17243件，三
年来增长了84.85%；新增中国驰名
商标6件，累计拥有21件，驰名商标
量连续10年保持全市第一。

全区累计扶持建成各类创业创
新孵化基地33个，面积297.5万平方
米。新建重点楼宇26个，入驻企业
4500余户。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创新服务中心、高技术创业中心、
重庆育成发展有限公司3家被评为
优秀（A类）。其中，区工商分局牵头
培育14个微型企业孵化园，新建孵
化平台地上面积5.4万平方米。

营造“两创”生态圈 精准施策推动“微企亮区”工程

激活“一池春水”微企数量、驰名商标量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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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

8 月 23 日，

面向全球集聚

创新资源的智

博会在渝召开，

九龙坡区携隆

鑫通用、阿里体

育、创新奇智等

64家企业，全方

位展示产业、城

市、生活等大数

据智能化成就，

谱写出发展新

篇章。

8 月 31 日，

第七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重

庆赛区）暨第四

届 重 庆“ 高 新

杯”众创大赛在

九龙坡开赛，59

家企业展开终

极对决，充分展

示出各自的“两

创”风采。

作 为 全 国

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基地城市

示范之一，九龙

坡区坚持市区

联动不断探索

机制建设、基地

建设、公共服务

等新思路、新举

措，打造提供阳

光、土壤、水分、

肥料的生态圈，

让“两创”活力

在全域生发激

荡。

集智赋能营造“两创”生态

推动区域高质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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