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福新区
大数据智能化成为新标识

2018年，江津白沙工业园大力践
行“亲商安商”理念，把更多精力用到提
供后续服务上来，努力降低企业商务成
本，优化营商环境，确保企业引得进、留
得住、发展得好。

为打通江津津西与津北片区互融
互通发展的交通瓶颈、畅通企业对外通
道、方便两岸居民，白沙工业园于2018
年3月启动建设白沙长江大桥。目前，
该桥已全面进入主桥施工阶段，预计
2021年建成通车。

为给园区企业提供更好生产生活
配套，白沙工业园始终坚持产城融合发
展之路。去年以来，园区中央大道高屋
段、白沙中学、聚奎小学建成投用，区二
院门诊部、白沙综合农贸市场、润稼超
市、冠彦影院等也相继投入使用。目
前，园区已销售居住面积60万余平方
米，销售商业近5万平方米，城市配套
设施日趋成熟善。

2018年10月，江小白“江记酒庄”
三期项目正式在白沙工业园启动建

设。在此之前，江小白已在园区完成一
期项目、正在启动二期项目建设，加上
三期项目，其在园区的累计投资将达到
30亿元，占地面积达到近800亩。

江小白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他们就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
子里，扎根白沙工业园。

江小白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后起
之秀，近年销量连年翻番。2018年，江
小白产值达到15.8亿元，入库税金5.3
亿元，成为江津第二纳税大户。

白沙工业园管委会负责人表示，由
于白沙工业园起步晚、起点低，所以他
们尤其注重营商环境打造，不论企业大
小，都当作自家人，积极为他们办实事、
解难题，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加快发展。

2018年，白沙工业园完成规上工
业产值54.3亿元，同比增长38%；完成
工业投资17.8亿元，同口径增长14%；
入库税收实现 6.8 亿元，同比增长
184%。其规上产值增速和税收增速，
再次领跑全区。

白沙工业园
积极营造亲商安商良好环境

江津工业量质齐升 为产业转型升级突破积蓄强大动能

去年以来，江津双福新区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
划，一面着力引进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一面
着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使
大数据智能化成为新区新标识，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

2018年，新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重点
实施精准招商，全年引进大数据、智能产业
项目10余个，总投资额近20亿元，预计项
目完全建成运营后可实现年产值63.2 亿
元。在这些项目中，包括西北工业技术（重
庆）研究院、重庆浪尖工业设计研究院、智能
交通大数据学院、华崛嘉业科技型企业加速
器平台6个智能化平台项目。

2018年，新区大力推进汽摩、电子、装
配制造等传统企业“机器换人”，使企业成本
效率得到显著优化。

2018年，新区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创新，
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东风小康成
功推出智能运动轿跑型 SUV 东方风光

iX5；潍柴汽车加快研发，已推出新能源新
车型；渝丰线缆致力智能研发，已发布“70
年长寿命电线”、“YTTW防火电缆”、“网络
神经线缆”等新产品；科本科技开启智能机
器人“定制化”；龙煜精密铜管研发出“变径
波纹管”；嘉利建桥打造全智能化生产线。

2018年，双福新区加快建设科技创新
平台，至今已在渝丰线缆、龙煜铜管、重庆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建成蹇锡高、周远、刘人怀
3个“院士工作站”；在东风小康、渝丰线缆、
创精温锻建成3个博士后工作站；已建成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体验中心
或研发机构19家；西部硅谷小镇现实际入
驻企业76户，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链相关孵
化企业20余家。

目前，双福新区共有工业企业610家，
其中科技型企业120家，高新技术企业29
家。2018年，新区实现工业规上产值431.4
亿元，外贸进出口3.5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173亿元，商贸流通额超过600亿元，均位
居全区前列。

2018年，江津德感工业园紧紧围绕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示范区这一目标，全
力打造国家级装备制造基地、国家级粮油
食品加工基地，着力创建国家级楼宇产业
示范园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明显
成效。

这一年，德感工业园粮油食品加工产
业集群被市经信委命名为“重庆市粮油食
品产业示范园（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目
前，该园已累计入驻粮油食品加工及配套
企业100余家，集聚了“金龙鱼”“福临门”

“鲁花”“福达坊”4个知名粮油品牌、“中国
驰名商标”7个、“中国名牌产品”5个、“中
华老字号”4个，2018年实现产值近百亿
元。其中，益海嘉里大豆压榨和面粉加工
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0年上半年建
成投产；大米加工项目初步完成规划方案
设计。项目全部达产后，将为江津再添一
家百亿级企业。

这一年，园区产业升级持续发力。
ABB涡轮增压系统通过“工信部国家级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重庆耐世特入选“重
庆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名
单；益海嘉里、重庆双桥、重庆耐世特等3家
企业的数字化车间，通过技术升级、工艺升
级、装备升级等方式，人均产出分别增长
78%、12%、97%，单位产品能耗分别降低
25%、59.27%、24.27%。总投资20亿元的
潍柴高速柴油机智能化产业园项目，目前正
抓紧建设，预计2020年底正式投运。

这一年，园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达到37家。重
齿公司参与完成的“复杂修形齿轮精密数控
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2018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联合动力传
动装置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8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江增重工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

截至2018年底，德感工业园已建成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市级技
术中心15个、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
海智工作站1个、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3个、
市级劳模工作室1个、专业检测试验中心2
个、市级重点楼宇产业园3个、公共服务平
台4个。

这一年，园区对外交通不断优化。江
津区政府与重庆港九集团就兰港码头改
造升级工程达成共识，将按照 2+2+1 的
模式打造现代化港区，届时年吞吐能力
将达到 1500 万吨以上；渝泸高速复线德
感工业园连接线项目预计 2019 年 10 月
动工建设。

2018 年，德感工业园还引进中南集
团、沈阳斯瓦特、爱康集团、黄国粮业、金科
地产等知名企业，新签约中南高科智能制
造产业园、金科重庆智慧城等项目126个，
协议引资154.80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92
亿元。

2018 年，江津珞璜工业园抢抓江
津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水公铁”综合
物流枢纽建设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加快推
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 月，珞璜
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珞璜长江枢纽港
相继启动建设。2018 年 12 月，珞璜
铁路综合物流枢纽货场全面建成投
用，设计年到发货量达 2000 万吨，货
场建有 6公里的铁路专线与珞璜港连
接，可就地实现江铁无缝联运。珞璜
长 江 枢 纽 港 一 期 一 阶 段 工 程 预 计
2019年完工。

2017年1月，江津综保区经国务院
正式批准设立，2018年7月正式封关运
行。珞璜工业园借助开放平台优势，
2017年成功引进浙江海亮、厦门盛方2
家外向型企业，协议引资40亿元。

2018 年 6 月，海亮铜业西南生产
基地项目正式进场施工，12月主体基
本完工，预计 2019 年 1月底进入试生
产。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全面
达产后可年产 9万吨新型高效制冷铜
管、6万吨高精密度导电铜排，预计实
现年产值约 100 亿元。另外，该公司
已在江津综合保税区注册成立外贸
公司，预计年进出口贸易额达 2 亿美
金。

2018年，园区成功引进金田铜业、

隆轩进出口、力天新能源等5家外向型
企业，协议引资47亿元。其中，金田铜
业计划总投资30亿元在珞璜工业园建
设高端铜基新材料项目，全面达产后将
实现年产值约200亿元，同时也在江津
综合保税区注册成立了贸易公司。

2018 年，珞璜工业园共签约项目
257个，合同引资143亿元，实际到位资
金140.5亿元，到位外资1.5亿美元，外
贸进出口1.4亿美元。

不仅如此，珞璜工业园还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推动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转
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外向型经济
发展。2018年玖龙纸业获得工信部第
二批“绿色工厂”认定；威马农机、伟星
新材 2 家企业新获市级“优秀民营企
业”称号；东科模具获评2018年重庆市
创新企业100强；伟星新材等2家企业
被评为“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水轮机
厂超高水头冲击式水轮机核心零部件
制造数字化车间被认定为“市级数字化
车间”，成功申报创立重庆市博士后工
作站。

目前全园有恒昌、金凯、帅邦等高
新技术企业 42 家，较上年度增加 14
家，增幅达50%。各企业共取得发明专
利授权 35 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56
件，2018 年共为企业争取资金补助
5335万元。

德感工业园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示范区

珞璜工业园
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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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江津区着力抓好工业经济稳增
长，推动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着力强化工业平台
发展建设，加强招商工作，抓好企业服务和要素
保障，促使工业经济运行量质齐升，工业核心地
位持续强化。

数据表明，2018年，江津区规模工业企业
累计达425家，实现规模工业产值1313.2亿元，
全社会工业增加值419亿元、增长9.6%，工业增
加值增速、新增工业利润、工业投资总量等主要
经济指标排全市前列。

这一年，江津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科技创新势头
良好。全年新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达到
38家；新增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25家达到
40家。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128家，科技型企
业达424家，高成长性企业达32家，科技创新
研发平台达95个，院士专家工作站达4个。

这一年，江津强化工业平台发展建设，继续
发挥双福、德感、珞璜、白沙四大工业园主战场、
主支撑作用。2018年，四大园区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1274.7亿元，园区集中度达到97.1%。

这一年，江津强化工业招商和项目建设，全

年签约工业和信息化招商项目549个，协议引
资368.4亿元；完成工业投资269.2亿元，增长
8%。

这一年，江津强化企业服务和要素保障，累
计减免企业社保金5.1亿元，帮助困难企业周转
贷款12.7亿元；帮助企业争取中央财政创新创
业特色载体支持资金、中央财政工业转型升级
资金等各种扶持政策资金2亿元以上，兑现江
津区工业品牌发展激励扶持资金5300余万元。

“制造业是江津的立区之本！”江津区负责
人表示，江津工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大幅

提升，为江津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积蓄了重要动能。江津将把
2019年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年，谋划实施
产业转型升级三年专项计划，做特一产、做强
二产、做大三产，精准推动产业加速向中高端
迈进。

其中，他们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按照上
游抓研发创新、下游抓补链成群的思路，进一步
巩固提升装备制造、汽摩及零部件、新型材料、电
子信息、食品工业五大支柱产业集群，加快培育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新

材料等一批新的产业集群；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智能制造，大力推动“机器换人”、信息系统集成
应用、新模式示范，推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加
强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建设一批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实现智能化升级；大力发展绿色
制造，培育一批有技术含量、环境质量的绿色产
业，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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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按照“承接重庆主城产业与功能转移的桥头堡，江津同城发展重要
经济增长极”的两个定位，坚持“同城、融城、产城”三城同步协调发展，打造集区
域性汽车整车制造基地、教育科研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专业市场聚集区
为一体的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城区。

投资重点：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

发展定位：打造2个基地、创建1个示范园区、建设3个对外通道项目，即打造国家级装备制造基地和国家级粮油食品
加工基地；依托丰茂、友鼎、金桥、峻坤4家市级楼宇产业园，打造集展示、交易、金融结算、仓储物流和生产加工于一体的
国家级楼宇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兰家沱码头改造升级、渝泸高速复线至德感工业园连接线、德感工业园燕子岩片区与西江
大道连接线3个重点对外通道。

投资重点：装备制造、粮油食品加工、现代物流，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包装制品。
发展定位：依托“水公铁”综合交通枢纽及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努力建设成为重庆

南部集“大口岸”、“大枢纽”、“大基地”为一体的产城融合新城。重点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智能终端及配套、现代物流等产业。
投资重点：智能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智能终端及配套、现代物流等产业。

发展定位：坚持工业、文旅、城市同步发展，积极推进白沙“文博城、影视
城、酒城”三城同建，加快产城融合发展。全力创建产业特色明显、城市功能
完善、宜业宜居宜游的现代工业园和示范小城市。

投资重点：农产品深加工、机械加工、新型材料。

白沙长江大桥效果图

德立菲(Duravit)工业4.0车间重齿公司再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创新创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