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实现‘三高九龙
坡、三宜山水城’总愿景，围绕
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总目标，按照政府统筹、园
区承载、产业集聚、创新驱动、
平台支撑的思路，九龙坡区还
将努力实现军民融合产业集
聚度提升、军民协同创新能力
提升、军民融合产业竞争力提
升、军民人才支撑力提升和军
民融合综合服务力提升。”九
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比如在打造军民融合产
业平台上，将围绕“1（重庆高
新区）+2（九龙园区和西彭园
区）”两大载体，建设军民融合
产业基地。积极争取兵工集
团北斗导航项目、国家数字交
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重大军工项目落户，鼓励雅讯
电源、大及电子等民营企业积
极参与承接军转民技术转移，
支持惯性导航与测控技术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设立区域性
总部，加快军民两用技术双向
转化及产业落地。

在推动军民融合科技创
新方面，大力支持军民两用
技术产品研发，整合运用军
民科研力量和资源，积极与
重庆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
重庆通信学院开展军地大专
院校军民科技交流合作，共
建军民科技合作研发基地。
扶持培育中关村军民融合信
息装备产业促进会、五九所
等，引进培育一批军民融合
技术转化中心、检验检测认
证中心，加快重大技术项目
产业化步伐。

大力培育军民融合骨干
企业。支持创新能力强、产

品有特色、成长潜力大的民
营企业加入“民参军”行列。
培育一批具有技术优势且发
展基础较好的机械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龙
头企业，以及能为军品科研
生产配套、为军工能力建设
提供技术装备的高新企业，
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
增强参与军品生产市场竞争
的实力。引导企业进入军工
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积极参
与武器装备预研、承制等任
务，培育军民融合领军企业。

同时，不断加强军民融
合人才队伍建设。将军转
民、“民参军”人才建设纳入
全区人才规划体系和人才工
程，重点支持急需紧缺的高
层次经营管理、专业技术、高
技能人才。鼓励和支持企业
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市
场营销人才培养和高技能职
工队伍建设，建立对军民融
合发展骨干经营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开发人员的激励机
制，引进高层次人才为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服务。

此外，还将抓好军民融
合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建立
政军企三方信息共享机制，
促进军民企业间的沟通与交
流，实现军民科技资源设施
设备的共建共享。同时，建
立信息库和军民信息共享平
台，使军民企业能及时、准确
地了解到彼此的需求信息，
形成良好的信息沟通交流渠
道，实现最大的资源共享共
用共赢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九大把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作为国家必须坚定

实施的七大战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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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

九龙坡区作为

全市工业基础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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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

九龙坡 高质量建设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今年3月，由中国兵器科学研究
院主办的2018智能装备军民两用
论坛暨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作为唯一的协办区县，
九龙坡区以1000平方米的展馆亮
相，全方位展示了其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的底气。

从隆鑫通用无人机，到铁马轮
式装甲车、履带式装甲车；从签约打
造中关村（重庆）军民融合产业园，
到成立兵科院西南分院，九龙坡区
的一套“组合拳”，可谓向全国秀出
了军民融合的“重庆实力”。

作为我市传统军工大区，九龙
坡区在军民融合发展上的积极作

为，是历史沉淀的厚积薄发——
这里聚集有4家大型国有军工

企业、10家中小型军工企业和20余
家民参军企业，有中国兵器工业第
五九研究所、重庆航天机电设计院2
家国家级军工科研院所。

目前，该区军民融合产品包括
新材料、无人机数据链、卫星通信、
电子医疗器械、精密光电仪器、计
算机模块、表面纳米涂层、特种电
源装备、专用软件等数十个产业门
类。

产业基础好、产品门类多、研发
能力较强——九龙坡厚植出军民融
合发展的优渥土壤。

把军民融合的传统优势用好用
活，于九龙坡区而言，是“九龙一坡”
抓落实的迫切需要。放在全市乃至
国家层面而言，促进军民融合的深
度发展，更是九龙坡必须肩负的重
大使命。

早在2016年，国务院一纸批复，
同意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努力把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成为
创新驱动引领区、军民融合示范区、
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和内陆开放先
导区；并要求重庆高新区结合自身
特点，不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在军民深度融合

等方面探索示范。
而在市政府制定的《重庆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6-
2020年）》中，也要求重庆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大力推进军民两用技术
研发、军民技术转移和军民科技成果
产业化，搭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
台，开展军民深度融合创新改革试
验，建成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承接国家和地方赋予的重大功
能，九龙坡区将军民融合作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入落
实军民融合各项任务，高质量推进
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

为落实市军民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今年3月，九龙坡成立了由区委
常委任组长的落实军民融合发展任
务推进组，对标对表市行动计划，制
定落实军民融合发展任务工作方案
和6个专项方案，形成推进组统筹、
办公室综合协调、工作小组分工负
责的三级工作推进机制，纵深推进
全区军民融合发展。

8月，区委成立了九龙坡区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军
民融合发展工作。同月，《重庆市九
龙坡区落实军民融合发展任务工作
方案（2018—2020年）》出台，明确
了加快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
式，实现“军转民”“民参军”并重，着

力推进“六个统筹”，深入五大发展
改革举措，构建四大政策保障体系，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
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
展。

高位推进，九龙坡区军民融合
步履铿锵。

招商引资的成效，便是最好的
佐证。截至2018年10月，该区累计
签约军民融合项目18个，实际落地
项目11个，5个项目启动建设。其
中中航科技军民融合产业项目、重
庆军民融合创新创业基地、北方工
程设计研究院西南运营中心等项目
实现顺利签约。

在政策利好、保障护航下，九龙
坡区全面发力、精准施策，围绕现有
军工存量技术优势，重点以汽摩改
造提升、新材料提质扩能、电子信息
壮大发展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军民
融合企业提质增效长远发展。

在汽摩改造提升上，隆鑫和清
华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200公斤级
XV-3通用型无人直升机亮相第十
三届重庆高交会暨第九届国际军博
会。隆鑫军用发电机项目已参与军
品供货。铁马特种车辆智能制造新
模式应用项目投入技改。庆铃依托
整车及集成技术优势，聚焦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智能汽
车，加快推出一批电动运输车、电动
冷链运输车、电动垃圾收集车、纯电
动电力车等重点车型产品。

新材料提质扩能也取得显著成
效。西南铝业、中铝萨帕等龙头企业
延伸产业链，加强交通用铝轻量化研
发力度，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建筑装饰等行业用铝材料。五九
所科研与测试评价产业化基地一期
动工。太鲁科技铜基微米材料获得
国家发明金奖。达娃纳米表面材料
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电子信息产业同样得以壮大发
展。雅讯电源进入军品供货名单。
大及电子正式运营。海蓝川马液晶
显示屏及终端产品研发生产基地主
体竣工。安德瑞源与中国钢铁研究
总院、比利时马瑞斯（Materialise）
在3D打印金属材料制备、软件应用
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

在“融”字上做文章——军民融
合产业的提质增效，环境是基础。

为此，九龙坡区深研政策、强化
保障，不断营造军民融合发展良好
产业生态。今年，“军民融合创新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现已连接全国17
个省、市、自治区的112个军民融合
产业平台、创新基地、园区和5383个
国内企业、科研机构，汇聚5536项技
术成果等创新要素。依托中机中联
等重点人才交流平台，逐步集聚高
校、军地人才，并与陆军勤务学院就

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签订合作协
议。

同时，积极研究完善“军转民、
民参军”政策制度体系，强化引导、
激励、扶持、补偿等方面政策激励，
积极用好用足各级各类政策。1-10
月共帮助西南铝、铁马集团、重庆西
重特种铝业等军民融合企业争取上
级扶持资金近9000万元。

在“新”字上求突破——军民融
合产业的提质增效，创新是关键。

为此，九龙坡区积极支持军民
融合企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加
快推进西南铝业的航空航天用大规
格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产业化项目、
铁马工业集团的特种车辆智能制造
新模式应用等7个军民融合技术改
造项目建设，完成技改投资 2.6 亿
元。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军
民融合企业技术改造，庆铃汽车、西
南铝业、铁马工业3家企业共获得技
改扶持资金613万元。

比如中铝西南铝发挥技术和装
备优势，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扭转
了我国先进高性能铝合金产品长期
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极大提升了
铝合金材料研发实力。

厚植土壤 彰显军民融合深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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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上做文章“新”上求突破“深”上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