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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载实现三次创业

重庆经开区 发展高质量 创新处处有
1990年，仅仅1.5平方公里“丹桂台商投资区”在南坪诞生，一个改革开放的鸿篇巨制就此起笔。1993年，“丹桂台商投资区”升级为重庆经开区，开发区范围也扩大到9.6平方公里。这是中国西部最早设立的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1年，重庆经开区形成一区两园格局，开发范围近90平方公里，六大产业汇聚了40余家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成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
2010年8月，重庆经开区拓展到南岸茶园，承担了承接两江万亿工业板块、引领江南万亿工业板块、带动重庆主城东南片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开启新征程。
2018年，重庆经开区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86亿元，是2010年的2.7倍，年均增长15.3%；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55亿元，是2010年的2倍，年均增长11.6%。
回望重庆经开区的“三次创业”，改革与创新贯穿始终。从量起步，到量质并举，再到高质量发展，重庆经开区二十八载，浓缩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智能化改造
助推传统产业蝶变

产量只有100万支，但客户的需
求有300万支。为了保证配件供应，
客户甚至主动提出加价，要求独家供
货。这样一家企业就在重庆经开区，
名叫重庆和诚电器有限公司。

和诚电器的主营业务是为电瓶
车、摩托车生产调压器、点火线圈、充
电器、节气门等配件。这是一个早已
产能过剩的行业，对手之间以降价为
手段，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恶性竞争，
行业的一般利润率甚至不到1%。

和诚电器却供不应求，全系产品
利润率也在20%以上。它的秘诀是
什么？

以摩托车配件为例。据悉，国家
强制排放标准即将由“国3”向“国4”
升格，目前国内摩托车行业面临的普
遍难题是整个动力系统的各个环节
难以做到实时配合。

通俗地说，不同的速度和负载量
需要不同量的空气和汽油配比，以及
不同值的火花塞启停时间。排放标
准越来越高，以前那套依靠经验在发
动机出厂时就设定参数的做法，已经
难以满足需求。

和诚电器的办法，是在发动机的
不同部位装上传感器，发动机运行时
的压力、温度、排放值等数据，能及时
传送到车载电脑，后者并通过点火线
圈、调压器等装置，自动调节油气配
比和点火频率。如此一来，发动机效
率提升，排放减少。

产品“智造”升级，让曾经在传统
摩配行业中“朝不保夕”的和诚电器
成为市场“香饽饽”。目前，和诚电器
的调压器、点火线圈等产品已经占到
全球市场的15%，是当之无愧的“隐
形冠军”。最新的消息是，该企业已
经和国内某著名电瓶车企业达成协
议，在未来几年，年产值将由目前的
2亿元增长至10亿元。

重庆经开区的另一家企业重庆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通过智
能化大幅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据介
绍，对于机床这种复杂的机电一体化
产品，目前最大的技术难题和“市场
痛点”是难以判断设备中成百上千个
配件的实时运行状况。配件出现磨
损长时间带病运行，最终会损坏整套
设备。而要找到故障原因，就得拆开
整套设备进行查找和检修，必须由此
导致工厂停工，带来难以估量的损
失。

通过“智造”升级，机床集团在机
床每个关键部位加装感应装置，并及
时向后台传送各个配件的实时运行
情况，哪里出了故障或者潜伏着风险
后台一目了然，实现提前检修，有效
避免了“拖到癌症再送医”。据悉，产
品升级后，机床集团在齿轮机床领域
占据全国市场的20%以上，产品单价
由此前的30万元跃升至75万元。

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集聚发展

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加速快
跑”的和诚电器和机床集团，是重庆
经开区提升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缩影。在经开区，类似的企业乃
至行业还有很多。

例如，重庆市民所熟知的手机产
业预计重庆经开区今年的出货量将
达到 5000 万台，智能手机占比
80%。受此促动，以智能手机为主打
产品的电子信息产业，预计产值将达
到309亿元。

此外，得力于重庆经开区大力扶
持和引导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今
年经开区智能装备制造产值预计完
成139亿元，同比增长10%；维沃重
庆智能生产基地实现产值140亿元，
同比增长119%；美的智能制冷实现
产值37.5亿元，同比增长54.7%。

传统制造业通过智能制造大幅
提升比较效益，由此形成典型示范和
产业带动，加快了重庆经开区的智能
产业要素集聚。

目前，重庆经开区集聚了80多
家智能终端等上下游企业，已经成为
西部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拥有核心
零部件配套企业30余户，已成为西

部重要的智能家居基地；集聚国家级
平台机构8户、研发制造应用等各类
企业180余户、车联网企业80余家，
成为重庆市物联网产业核心区。

在更为关键的创新资源方面，重
庆经开区目前已经聚集高通中国智
能物联网联合创新中心、阿里巴巴·
飞象工业物联网、中交通信全国车联
网监管与服务公共平台、国家信息中
心能源大数据中心等产业创新研发
平台、大数据智能化运营平台，中移
物联网连接数达到4亿个。

在智能产业平台构建上，重庆经
开区更是一马当先——今年2月7
日，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在重庆经
开区正式成立。依托该平台，重庆经
开区将重点引进和培育大数据、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智能超算等9大产
业，并积极鼓励智能机器人、智能网
联汽车、数字内容等产业发展，形成
9+1产业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智谷瞄准大数据
智能产业，采用“房东+股东+服务”
的发展模式，通过入股的方式对企业
进行投资，不仅监管资金使用情况，
也计算投资回报，有效提高了资金使
用率，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

目前，科大讯飞、重庆声光电公
司、中国华录重庆数据湖产业园等一
批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已经在重庆
经开区落地，今年实现产值百亿元以
上。智能产业已开始成为重庆经开
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底子好，加上不断集聚的产业要
素，以及新的智能产业发展平台，让
重庆经开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出现

“滚雪球”效应。近来更是喜讯不
断。今年6月，“重庆信慕研发生产
基地”落户，该项目以存储芯片、无电
力安保新芯片、电池保护芯片与光传
感芯片为主要产品，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约34亿元、年纳税约1亿元。

8月25日，在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发布会上，国家信息中心能源
大数据中心签约授牌暨重庆经开区
重点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从前端
芯片生产到大数据分析，到人工智能
应用，三大项目签约落户经开区。

9月 15日，重庆经开区Qual-
comm中国智能物联网联合创新中
心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该中心将
立足物联网和5G方向，设立五大创
新实验室，为重庆市物联网和智能硬
件生态系统的创新发展再添新动力。

11月5日，全球3G、4G与下一
代无线技术的领军企业——美国高
通公司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舞
台上闪闪发光，在重庆经开区助力发
展。11月16日，京东家庭智能终端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在重庆经开区揭
牌……

走出去、引进来
和全球市场双向互通

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重庆
经开区本地的好产品也在源源不断
地走出去，甚至走向国际市场。事实
上，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吸引国外

企业走进来，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
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正是提升区域
经济质量的又一做法，也是重庆经开
区在设立之初就被指定的使命之一。

上个月，位于重庆经开区的重庆
东港船舶产业有限公司建造的80多
艘船舶，正式通过验收并交付乌兹别
克斯坦。这些船舶既有用来清淤的
绞吸式挖泥船，又有生活休息趸船，
还有摆渡划桨小船，其中挖泥成套设

备均为全电动，船体采用拼装式箱形
结构，向国际客户显示出重庆船舶工
业的实力。

和东港船舶公司一样，近年来重
庆经开区已有40余家企业到俄罗
斯、德国、越南、孟加拉国、马来西亚、
科威特、伊朗等10余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或拓展业务。对外贸
易的种类，除了出口手机、物联网和
智能家电产品，还有跨境电子商务、

保税物流、跨境结算等新型服务贸
易，以及服务器租赁、离岸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外包等，辖区内常年有对外
贸易的企业达90多家。

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重
庆经开区也鼓励企业把国外资本、技
术和工艺引进来。例如，机床集团与
英国精密技术集团研发生产的数控
万能磨齿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美的
集团引进全自动控制系统，与美国东
芝开利研发生产商用空调，生产工艺
大幅提升。

走出去、引进来，和全球市场双
向互通，这种纵横捭阖的“打法”，底
气来自于重庆经开区不可多得的区
位优势，更来自于其全球视野和开放
心态。

从区位上看，按照重庆原尚物流
公司总经理刘峰的说法，“物流繁荣
的先决条件，无疑是交通和区位优
势。我们瞄准的是‘一带一路’这个
大市场。”目前，普洛斯物流园、东港
集装箱码头、原尚物流等仓储物流和
总部经济企业都已经相继落户重庆
经开区。

从主观作为上看，在重庆经开区
人眼里，牢牢把握国家实施“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重大
机遇，全面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构筑
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是其理
应承担起来的使命。

化资源为资本，近年来，依托重
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重庆东站、东港
码头，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大格
局。重庆经开区加强与周边区域的
互联互通，配合推进六纵线、郭家沱
长江大桥等重点项目建设，增强区域
通行能力，加强与空港、寸滩码头等
交通枢纽的联系，真正实现内畅外联
目标。

同时，重庆经开区全面参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聚
焦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重点
领域，主动与新加坡相关企业展开合
作。目前，新加坡毅鸣基金发起首支
现代服务业产业发展基金10亿元，
普洛斯物流基地项目基本建成，领安
电子商务仓储物流项目、永翔国际电
商物流产业园项目启动建设。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年，重庆
经开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新
的征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开
拓创新、真抓实干，努力成为解放思
想的“先行军”、产业发展的“主阵
地”、对外开放的“桥梁”、深化改革的

“试验田”。重庆经开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依托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
带动二产提质跃升，以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为目标，依托自贸区带动三产
开放集聚，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终端、
物联网、高端装备、医药大健康、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
界。

陶永国
图片由重庆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企
业
缘
何
选
择
重
庆
经
开
区

区域经济的高质
量 发 展 ，关 键 靠 企
业。企业为什么选择
重庆经开区，良好的
营商环境是关键。

所谓营商环境，
首先要考量的是基础
设施。按照产城融合
的理念高标准建设一
座城，让企业员工留
得住，让企业经营没
有 后 顾 之 忧 。 近 年
来，重庆经开区注重
城市生态环境的规划
和保护，在总规修编
中 统 筹 考 虑 用 地 布
局、产业结构、综合交
通等方向，整合现有
建 设 情 况 和 发 展 态
势，统筹对接大南山、
广阳岛、广阳湾、高铁
东 站 等 重 要 功 能 区
域，明确生态环境保
护与景观格局。

交通方面，近8年
来，重庆经开区先后
建 设 了 23 条 、总 长
65.5 公 里 城 市 主 干
道。目前，辖区已经
形成“七纵十六横”路
网的主干道路框架，
公园、绿地、主次道路“彩化”等
生态宜居工程加快建设，“三生
三宜”品质城市建设成效明显。

除了宜居宜业，企业落户需
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投
资的便利化。近年来，重庆经开
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
推出构建管理闭环、实行“一窗
受理”等16项“放管服”改革具体
措施，审批窗口精简设置为5个
综合窗口，初步构建经济事务全
流程闭环审批，涉企审批事项办
理时间总体压缩60%。

值得一提的是，为简化审批
程序，重庆经开区制定了行政审
批标准化流程，全面清理现有的
行政审批权力事项42项，审批时
限在原有基础上再压缩 70%以
上。例如，重庆经开区企业投资
项目、一般工业项目审批流程，分
别只有46个、14个工作日，比全市
标准分别少了6个工作日和1个
工作日。

除了让企业办事更方便，经
开区还独创了一些特色的增值
服务，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
难题。他们对辖区150余家规模
以上企业、部分规下工业企业和
近几年招商入驻企业进行了入
户摸底调查，更加准确全面地掌
握了企业基本情况和运行现状，
以及企业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诉
求。在此基础上，重庆经开区出
台了一批分类辅导的措施。例
如构建立体化产业金融体系，重
庆经开区与建设银行、浙商银
行、金电联行等金融、类金融机
构签订创新“金融+信用”合作协
议，为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无
抵押贷款。仅今年就已经为辖
区企业争取到了低成本、无抵押
贷款1.9亿元。

重庆经开区一角

维沃手机重庆生产基地

重庆机床智能制造车间

长生河畔的踏水公园

重庆经开区智能物联网联合创新中心揭牌

重庆东站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