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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3+2+N”汽车制造体系，即
形成汽车整车、整车代工、零部件制
造，加研发、后端服务和废车拆解等
为一体的汽车全产业链。

推动工业经济发展 这些地方准备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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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
新区，2019年两江新区将通过建设数字经
济驱动发展体系，在全市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发展中做好示范引领。

两江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今年两
江新区将规划建设41平方公里的重庆数
字经济产业园，强化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
功能，推进腾讯、腾龙等9大数据中心建设，

促进百度布局建设西部数据中心，建设高
性能超算中心，提高数据计算存储能力。

围绕辖区内汽车、电子等主导产业，两江
新区还将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开展“机

器换人”，加快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包
括推进制造业信息系统集成融合、云化改
造和迁移，形成企业级、行业级全环节制造信
息数据链，实现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两江新区 推动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巴南
2018年，巴南区大数据智能产业实现

销售收入320亿元，带动了全区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今年巴南区将通过转换发展
动能，推动大数据智能化、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快速增长。

巴南区政府介绍，该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规模始终保持每年20%以上增速，年均
拉动全区工业增长10个百分点。例如，惠科
金渝等13家电子信息产业企业相继在巴南
扎根，目前电子产业已超过装备制造业，成
为巴南工业第一支柱产业。

另外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巴南先后引

进智睿生物等43个项目，其中25个医药项
目试产投产，形成300亿元产值规模的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

“喜新并不意味厌旧。”巴南区政府负
责人表示，当前传统工业占全区工业产值
比重近7成，仍是工业经济止滑促增的“稳

定器”。
为此，今年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巴南

将持续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加强创新
驱动发展，包括推动90家以上重点企业转型
升级，推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
发设计普及率达到66%以上。

培育新兴产业转换发展动能

江津
作为我市工业强区之一，江津区2019

年将持续推动该区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
重点发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实现工业经
济“升级版”。

江津区政府负责人表示，2018年预计
该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13.2亿元，
同比增长10.8%，工业增加值增长9.5%，工

业投资增长10%，多项经济指标均排在全
市前列。

“今年江津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
时，将推动更多江津制造向‘江津智造’‘江
津设计’‘江津标准’转变。”江津区政府负责
人表示，今年将力争全区智能产业实现50亿
元以上销售收入，同时以自主创新、技术改

造、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和承接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入驻。

在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方面，2019年江
津将每个季度举行一次集中签约，形成“大
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力争全
年实现工业和信息化招商项目120个以
上，协议引资600亿元以上。

江津还将持续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引导
企业开展节能、节水等技术改造，推广清洁
生产技术应用普及，提升企业清洁化生产水
平，推动化工、重金属等落后产能退出。

另外，今年江津将继续激励企业科技创
新，全年力争培育科技型企业500家，高新技
术企业150家，新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

智能产业实现50亿元销售收入

永川 建设“3+2+N”汽车制造全产业链
永川区政府表示，2019年该区将聚焦

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和智能化应用，通
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将
该区建成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是今年永
川经济工作‘重中之重’。”永川区政府负责
人表示，该区将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建成投产长城汽车、中交STS电动车等
重大项目，引进一批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
加快建设“3+2+N”汽车制造全产业链。同
时培育壮大智能装备产业，推动利勃海尔
等德国高端数控机床项目建成投产。

电子产业是永川工业一大“名片”，今
年永川将继续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支

持华科事业群等项目扩产，培育汽车电子、
机车电子等装备电子产业，推动嵌入式电
子器件发展。

另外，永川今年将加快发展能源及新
材料产业，建成投产东鹏智能家居、帝欧智
能卫浴等重大项目，推动中石化、中石油页
岩气基地扩产，鼓励引导有条件企业开展

“机器换人”，培育50家“数字化车间”和
“数字工厂”。

此外，永川今年将通过培育大数据产业
继续建设“西部声谷”，并依托阿里巴巴、腾
讯等企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工商业融合，同时推动达瓦大数据先进影像
中心项目运营，培育发展智能影像产业。

綦江
綦江区政府表示，2019年该区将围绕

新兴产业及智能化发展，通过做大传统优
势产业齿轮制造，推动全区先进制造业升
级。

去年4月，綦江齿轮传动公司智能制造
基地投产，标志着綦江变速器生产实现自动

化和智能化。
“綦齿传动智能制造基地的建成，为全

区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了范例。”綦江区政
府负责人表示，今年该区将继续巩固齿轮
产业基础，加快10万辆新能源整车及充电
桩等项目落地。

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今年綦江将争
取上海“一带一路”物流产业数据运营中
心、深圳利市通等数字产业项目投产，进行

“互联网+工业”电商交易平台建设，并与腾
讯云合作，建设覆盖全重庆地区的腾讯云
平台。

此外，今年綦江将支出研发经费8亿元
以上，引导全区10家以上企业通过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培育3家以上企业研发机
构和科技服务机构，同时做好工业园区道
路、管网等配套建设，保障通信、电力等要
素供给。

做大齿轮产业 推动制造业升级

荣昌
荣昌区政府表示，今年荣昌将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新培育规上企业20家以
上，新增市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3个，
同时实施“优质企业分类培育计划”，设立
总规模15亿元产业投资基金，落实我市

“上市企业倍增计划”。
荣昌今年将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面下
功夫，招商引资方面，荣昌计划新引进亿元
以上项目不少于50个。

“在做优做强区域特色产业方面，荣
昌将重点做好‘一片陶’‘一匹布’和‘一把
扇’。”荣昌区政府负责人表示，今年该区
将创建“中国陶瓷之都”，陶瓷产业集群规
模预计达50亿元以上。该区还计划培育

以夏布为特色的服装生产出口基地，建设
万亩苎麻基地，实现年产手工夏布70万
匹，夏布出口销售额1亿美元以上。同时，
该区还将加强扇艺制作保护及传承人培
养，建折扇制作、创意、体验、展销基地。

计划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0个

璧山
在刚过去的2018年，璧山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完成782亿元，同比增长10.9%，全
区工业招商引资项目58个，项目总投资
527亿元，多项经济指标排名全市前列，特
别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

“确保全区每个产业基地至少有一个

创新平台，是璧山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窍
门’。”璧山区政府负责人称，例如位于璧山
的重庆众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通过与重
庆大学、美国众泰研究中心等进行产学研
合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大量“智
力支持”。

今年该区将延续这一发展思路，重点
围绕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制
造等领域开展招商引资，计划引进50个具
有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同时实
施100家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改造、50个
新兴产业智能化升级。

璧山区政府表示，今年该区将促成比
亚迪动力锂电池生产基地等20个项目建
成投产，推动亚士创能等30个项目开工，
并建立1亿元“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推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落实
企业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推动产学研平台服务实体经济

2019各地目标

工业经济，是体现一座城市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工业稳
则经济稳，工业强则经济强。尤其对
重庆而言，制造业更是立市之本，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市亦
是全市经济发展重点目标任务。

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
全面建设先进制造业体系，是今年我市
工业经济发展主题。2019年，各区县
准备怎么干？对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了7个区，来看看他们的新年打算——

江
津

大数据智能产业销售收入50亿
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招商项目120
个以上，协议引资600亿元以上；培
育科技型企业500家，高新技术企业
150家，新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

綦
江

工业增加值增长7%，实现规上
工业总产值增长8%。

荣
昌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5%，工业
增加值增长8.8%。

璧
山

引进 5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实施100家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
改造项目、50个新兴产业智能化升
级项目。

两
江
新
区

规划建设41平方公里重庆数字
经济产业园，推进腾讯、腾龙等9大
数据中心建设，促进百度布局建设西
部数据中心。

巴
南

推动90家以上重点企业转型，
推动全区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普及
率达66%以上。

（上接1版）
“合作交流高规、高频、高效。”市发展改

革委主任熊雪介绍，去年8月，重庆市与三峡
集团正式成立合作领导小组后，双方高层频
繁互动，协商出台了《重庆市政府与中国三峡
集团共抓长江大保护重点合作事项及责任分
工》，建立了专项工作点对点衔接、具体事项
面对面沟通、重大事项零待机协调的工作机
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批先期合作项
目得以顺利实施。”

据介绍，围绕“两江四岸”“清水绿岸”等项
目，重庆市与三峡集团多次开展对接工作，确
定了成立生态环保集团在渝机构、长江生态环
境研究院等19项合作清单；国家发展改革委明
确回应将全力支持重庆创建长江生态文明创
新实验区，并建议完善规划方案，尽快启动建
设；与此同时推进库区重点区县的项目，目前

三峡集团已启动和巫山县合作共抓大保护一
期项目规划编制工作，并正在对接推动奉节县

“清水绿岸”造林工程前期工作。
此外，三峡集团还将加大与重庆水务资

产、环投公司地方环保企业的战略合作，共同
打造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产业，支持三峰环保等
本地环保企业走出去，同时加大对库区贫困乡
镇支持力度，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重庆市委、市政府非常支持三峡集团参与
长江大保护。”李巍称，三峡集团与重庆市共同
探索PPP模式创新，采取生态环境导向的城市
开发（EOD）模式，兼顾“三水共治”与地方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将文旅产业、城镇化发展需求纳
入统筹考虑，“我们有信心助力重庆改革发展。”

“两江四岸”“清水绿岸”治
理提升工作正式启动

1月12日上午，“两江四岸”“清水绿岸”首
批启动项目和龙溪河治理提升工程分别在江
北区江北嘴、巴南区花溪河、梁平区双桂街道
同时开工。这标志着我市与三峡集团合作正
式启动，标志着我市将有力提升城市水环境、
修复城市水生态、保护城市水资源，进一步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江北区江北城段6公里岸线作为“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首批启动项目，选定了溉澜溪河
口至塔子山段作为开工节点。而“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项目江北城段始于嘉陵江北岸长安
码头末端，止于长江北岸塔子山南麓观音寺，
工程内容包括新建护岸工程和已建护岸改造
工程，总长5.912公里；新建改建广场、下河公
路、亲水平台、步道、梯道、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新建砂岩浮雕、景观置石、绿化植
被、给排水、景观照明工程等生态景观工程。
所有工程将于2020年完工。

昨日同时开工的巴南宗申至申烨太阳城
段污水管网扩容改造项目，则是“清水绿岸”巴
南区花溪河治理提升工程的子项目。花溪河
为长江一级支流，河流全长66.3公里，流域面
积268.5平方公里。“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整治
范围为流域排水管网、海绵城市、河道及两侧
绿化缓冲带。主要内容包含水环境治理工程、
防洪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及智慧水务工程等。巴南区相关负责人称：

“项目拟采用PPP投融资模式，计划工期3年。”
在梁平区龙溪河治理提升工程开工现场，

来自双桂街道回兴社区的居民吴斌非常激动。
他经历了龙溪河水由臭到清、从公园到景区的
蝶变过程。吴斌说，这个项目的实施，会让游客
越来越多，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龙溪河治理提升工程包括亿联到七匹马
管网建设工程、迎宾大道雨污管网及附属市政
工程2个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雨污管网分
流工程及附属人行道路建设及绿化工程等。
建成后，能有效收集梁平老城和新城衔接带以
及新城梁中片区、亿联片区的雨水和污水，改
善雨污混合、管网缺失的现状。

据介绍，随着第一批项目落地实施，下半
年我市还将适时启动广阳生态岛、“两江四岸”

“清水绿岸”第二批及库区重点区县生态修复
和环境保护项目。

开展“三水共治”力促“三生共赢”

（上接1版）
自成为飞行员的那一天起，刘传健就始终

牢记确保飞行安全这一最高职责，把安全飞行
规章标准落到每一个航班飞行的全过程，先后
执行过多个重要航班保障任务。在同事眼中，
他飞行品质高，安全纪录保持良好，未发生过
一起人为原因导致的不安全事件。

靠着练就的过硬飞行技术和严谨飞行作
风，2017年的暑运，刘传健曾经在13天里执行
了35个高原特殊机场的航班任务，并且都是难
度较大的九寨、稻城和康定机场。

作为部队出身的资深飞行教员，刘传健的
言行举止都散发着军人严谨、刚毅、沉稳的气
质。关键时刻，他敢于挑战飞行极限，勇当国

家财产、人民生命的守护者。
2018年5月14日6时26分，刘传健驾驶

3U8633航班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6时42分
进入成都区域，飞行高度为9800米。

7时08分，“砰”的一声，驾驶舱右边玻璃
碎了，驾驶舱的仪表盘上开始闪烁各种各样的
预警信息。刘传健抓起话筒向地面管制部门
发出“风挡裂了，我们决定备降成都”的信息，
同时让副驾驶发出遇险信号。

一秒钟不到，驾驶舱的玻璃被全部吸出窗

外。寒风瞬间灌入驾驶舱，导致许多飞行仪表
不能正常使用，整架飞机开始剧烈抖动。危急
时刻，刘传健努力握着操纵杆，尽力维持飞机
的姿态。

“这条航线我飞了上百次，对不同时间飞
机所处的位置和情况是非常有把控的。”事后，
刘传健说，“风挡玻璃破裂后，我发现操纵杆还
能用，就立刻作出备降的决定，对结果我是很
有信心的。”

扎实的专业理论，精湛的飞行技术，严谨

的职业精神在关键时刻体现出来。
刘传健开始了艰难的手动驾驶。这时候，

驾驶舱的温度只有零下40摄氏度左右。从
9800米下降到6600米，再下降到3900米，直
到最后飞机安全落地。

有网友在看了这条“震撼人心”的新闻后，留
下了这样的评论：“128个人的生死全维系在他一
身，他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有多了不起！”

刘传健曾经是空军第二飞行学院的教
官，培育出了一个又一个战鹰驾驭者。转业
到川航，他又成为一名资深的飞行教员。从
军人到民航人，刘传健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没
有变，他把飞好每一个航班、带好每一名学
员、带出技术作风过硬的飞行团队，作为自己

的职责和使命。
刘传健所带领的英雄机组的第二机长梁

鹏很早就与他多次搭档飞行，副驾驶徐瑞辰是
他带飞的学员。大家训练有素、团结协作、配
合无间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共同成就了这次

“史诗级”备降。对于社会各界的盛赞，刘传健
总是说：“这份荣誉属于中国民航。”

2018年11月10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18年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刘传健等20位优秀
退役军人代表被颁发“最美退役军人”证书。6
天后，刘传健带领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
组”重返蓝天。

（新华社成都1月12日电）

“最美退役军人”刘传健：

完成“史诗级”备降的英雄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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