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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
记者3月28日从市发改委获悉，作为
全国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重
庆环都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2018
年交出了漂亮“成绩单”——GDP平均
增长7.85%，R&D经费（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2.18%，分别
高于全市1.85和0.17个百分点，规上
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8%左右，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如何转
型升级？这是困扰全国许多城市的难
题。

2017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开发
银行五部门联合确定了,包括重庆环都

市区在内的12个城市（经济区）为首批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希望探索出可复
制、推广的经验。

重庆环都市区包括涪陵、沙坪坝、
长寿、江津、合川、永川、铜梁、荣昌等8
个区，面积1.43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
面积的17.4%。现有常住人口约827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4%。

“这8个区作为重庆工业主战场，
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曾为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称，其中，涪陵、沙坪坝、长寿、江
津是重庆三线建设主要布局地，有建峰
化工（816 厂）、川维厂、长化厂等一批
老工业企业。合川、永川、铜梁、荣昌则
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抗战时期曾经
为重庆乃至国家煤炭、钢铁工业作出过
重大贡献。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这8个区普
遍存在传统产业比重过高，利润空间压
缩，生存压力较大，资源逐渐枯竭，需要
培养接续替代产业等问题。

成为国家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后，这8个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八仙过海各
有妙招。

永川区瞄准“机器换人”“机床换
代”的产业发展大趋势，激活“高端数控
机床”工业牌，建设中欧（德）产业合作
平台，建成我国首个全产业链数控机床
产业园、全国首家新型工业化机器人产
业示范基地，交出了“全球鼠标1/4永
川造”的成绩单。

涪陵区攻坚克难突破技术难关，建
成全球第二、全国最大的页岩气生产基
地，并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
开发区。

荣昌区坚持做响“一头猪”，国家生
猪大数据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并建
成全国唯一无菌猪实验基地，“荣昌猪”
入选中国农民丰收节百强品牌，国家生

猪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800亿
元。

铜梁区依托重点新能源新材料企
业，成功引进全球最大矿提锂生产商天
齐锂业，建成全市首个新能源产业园。

沙坪坝区加快打造“创新智核”，初
步形成了“高校+研发机构+创新服务
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四位一体创新生
态链。

长寿区紧扣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
沿江化工企业搬迁，加快长寿经开区循
环化改造，建成循环经济项目33个，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9%，成功创建
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合川区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
源产业，加快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

江津区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完成
技术改造投资110.4亿元，占工业投资
比重达41%。重齿公司成功申报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项目。广州双桥淀粉糖
车间等4个车间通过智能化改造被认
定为重庆市数字化车间。

传统产业区插上大数据智能化翅膀

重庆8个环都市区产业转型升级似八仙过海
2018年GDP平均增长7.8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永川，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
曾经，这里是全国百强产煤大县，

是原永荣矿务局采掘、洗选主要布局地
之一，年产煤量超百万吨。

永川，也是典型的老工业城区。上
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重庆液压
件厂（原永红机械厂）、重庆红江机械厂
（原四川油泵油嘴调整速器厂）、重庆跃
进机械厂（原重庆船用柴油机配件厂），
127、128、164三个电子研究所及387、
235库等单位相继迁至永川，奠定了该
区工业文明的基础。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该区落后产能集中、基础设施老化、生
态环境恶化、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逐渐
显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近年来，永川一手抓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打好破、立、降“组合拳”，累计关
停煤炭企业51家、钢铁企业11家、砖
瓦企业62家，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产
值占比从最高峰时的66%下降到3%；
一手抓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工业发展向
特色化和中高端迈进。

通过招商引资扩增量，转型升级优

存量，永川逐渐培养起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信息、特色轻工、能源及材料、智能
装备等五大支柱产业。同时，永川还聚
集了以德国西门子、埃马克、利勃海尔、
华中数控、固高科技、广数机器人为龙
头的智能制造企业116家，形成“支柱
产业+新型制造业”双轮驱动。2018
年，永川工业五大支柱产业实现产值
747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智能装
备产业实现产值125亿元，同比增长
30%。

今日之永川，已经建成我国首个
全产业链数控机床产业园；鼠标产量
占全球四分之一；成为重庆主城区外
最具规模的大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
地。

2018年，永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45.7 亿元，增长 9.9%，位居全市第
三。

永川：从产煤大县到先进制造业基地
本报记者 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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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重庆银行保险业又有新举
措。3月28日，重庆市银行业协会、重
庆市保险行业协会、重庆市保险中介行
业协会联合发布《重庆市银行保险业支
持民营企业稳健发展倡议书》（下称《倡
议书》），向全市银行、保险业金融机构
发出了创新产品、减费让利等十点倡
议，以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

据了解，民营企业融资难，一大表
现是贷款“门槛高”——普遍要求提供
抵质押物。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往往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民营
企业融资贵，也就是融资成本高，主要
表现为其贷款的利率高、担保费率高、
中间费用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多
数民营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
抗风险能力弱，金融机构出于控制信贷
风险的考虑，通常需利用高利率和强担
保的方式对冲高风险。

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痛点”，《倡
议书》围绕优化体系、明确目标、创新产
品、提升效率、减费让利、纾困解难、完
善机制、加强沟通、激发动力和正向激
励等十个方面，向全市银行、保险业金
融机构发出倡议。

其中，在优化体系方面，《倡议书》
提出：银行、保险业金融机构要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着力发展服务民营企业的

专营机构。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要积极深化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做实
普惠金融专业化服务工作。

在创新产品方面，《倡议书》建议：
积极探索开发符合民营企业经营特征、
生产周期和产业特点的创新产品和服
务。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科
技，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定价水
平，提高审贷、放贷效率，多渠道掌握民
营企业经营信息；充分合理利用信用及
创新性弱担保等产品，解决担保难题。
保险机构要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提供
更灵活的民营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服务，
提供增信支持。

在减费让利方面，《倡议书》呼吁：
努力降低融资成本，根除不合规、不合
理的融资收费，杜绝变相提高融资成本
的行为；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保险
费率水平，努力将民营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控制在合理水平。

《倡议书》发布后，得到了全市各银
行、保险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交通银
行重庆市分行行长杨宁表示，该行将进
一步增加授信总量、优化授信政策、拓
宽服务渠道、丰富产品体系，支持重点
行业、扶持优秀企业、构建微利模式，为
民营经济提供“商行+投行”、“融资+融
智”、“线上+线下”的全周期、全方位、
全产品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金融领域三协会联合向银行保险公司发出倡议：

发展专营机构
为民企提供融资服务

3月27日，在两江新区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两江新区管委
会公布了一组数据：2018两江新区直
管区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98亿元，同
比增长19.3%，大大高于全市9.1%的
平均增速，占新区同期 GDP 比重为
52.2%，再次刷新历史纪录。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说
明，服务业已成为推动两江新区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动能。

重庆成为阿里巴巴除
杭州外最重要的总部基地

“重庆已成为阿里巴巴除杭州外，
最重要的总部基地。”阿里巴巴战略发
展部高级专家胡雪莺说。她表示，目前
阿里巴巴对重庆的投资已达129亿元，
贡献税收超过23亿元，是除杭州之外
最多的城市。

网易考拉重庆项目负责人刘荣庆
也表示，落户两江新区后网易考拉获得
发展“加速度”，2018年，网易考拉重庆
项目销售收入达8亿元，电商单数超过
400万单。“目前，我们每天都能接到1
万单以上的业务，这些订单来自全国各

地。”刘荣庆说。
重庆苏宁渝宁商贸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敏则表示，2018年苏宁在两江
新区布局的猫宁、金融、渝宁、红孩子、
金融等业态合计收入超700亿元，同比
增长113.5%。

服务业发展为何提速？两江新区
有关负责人认为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
变革，服务业发展逐步驶入快车道，成
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我国经济正从工
业经济时代迈向服务经济时代。”该
负责人说，我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二、三产产业结构占比从5年前的
45.6∶46.2调整到2018年的44.1∶49，
服务业占比逐步提升。

而两江新区经过8年多开发建设，
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服务贸易、现代物
流、商贸文旅、会展经济等现代服务业
产业全面发力的发展格局。2018年，
两江新区服务业发展取得上述成绩，符
合经济发展规律，顺应服务业占GDP
比重上升的趋势。目前，两江新区正一
手抓制造业、一手抓服务业，培育经济
新增长点。

“两点”定位为服务业
加快发展提供黄金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两点”定
位，为服务业加快发展提供了“黄金机
遇”。

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院长杨庆圆
表示，莱佛士国际医院于今年1月正
式揭牌，是重庆市首家全外资综合性
国际医院，之所以落户重庆，就是看重
这里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
点上。

围绕“两点”展开发展战略的还有
民生物流。重庆民生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车德西表示，民生公司作为长江黄金
水道、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和
参与者，看好两江新区发展机遇，目前
正加速推进果园港物流基地项目建设，
有望年内取得新进展。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内
陆地区开发开放的前沿阵地，两江新区
能够聚辐重庆以及中西部大部分地区，
辐射面积远远超过深圳、浦东、滨海，辐
射人口分别相当于深圳、浦东、滨海的

4-5倍。此外，我市机场等主要交通枢
纽坐落在两江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核心区等形成
的开放平台，也为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新区开
展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中小微企
业融资服务创新试点等各项新兴服务
业产业领域试点，以及配套出台的相关
支持政策，为两江新区加速推动现代服
务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今年服务业开门红
投资者纷纷加码

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今年开局良
好，取得了开门红。

1-2月，两江新区直管区规上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150.63亿元，同比增
长14.5%。

“开门红”的背后，投资者纷纷加
码，继续扩大对两江新区的投资力度。

“我们将于本月在两路寸滩保税港
区新建智慧仓库。”黄敏表示，这个仓库
最快于今年5月投用。

胡雪莺称，阿里巴巴今年将在两江
新区推动三件事：其一是让蚂蚁金服拿
到消费金融牌照；其二是让智能两江成
为长江经济带标杆；其三是让新零售场
景创新进入校园、商圈和社区。

重庆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君则表示，今年
重庆际华园将申报4A级景区，推动重
庆市文明风景旅游区挂牌，并举办至少
1场国际性赛事和2场全国性赛事。

占GDP比重达52.2%，刷新历史纪录——

服务业成两江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3月28
日，江北区3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达370.1亿元，建成后将为江北经
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
性提供持续动力。

江北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开工的30个项目都是投资带动作用
明显、行业代表示范性强的重点项目，涉
及市场项目、基础设施、公益项目三大
类。其中，市场项目以智能制造项目为
主，包括海尔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等；基
础设施项目包括蚂蟥梁立交改造工程、

渝长高速复线进城连接道等，着力于改
善江北区域交通环境。公益类项目则以
新建（改扩建）学校项目为主，包括江北
区华新实验小学校福宁村校区新建工
程、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校新建工程、江
北区诚善中学校改扩建工程以及江北区
二○三中学高中部综合楼等校舍改造工
程（一期）等，这也意味着2019年江北区
将在高质量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全面发力。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投资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在稳投
资中的关键作用，江北区始终坚持以重
点项目建设为抓手，不断促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以此次集中开工为契机，
江北区2019年的重点项目也将全面拉
开大幕。今年，江北区共谋划重点项目
230个，总投资2040.2亿元。其中，市
场主导类重点项目 67 个，总投资
1639.9亿元；区级政府主导类重点项
目163个，总投资400.3亿元。

总投资370.1亿元

江北区3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唐家沱污水处理厂加盖工程整体鸟瞰效果图。 （江北区发改委供图）

永川区凤凰湖产业园重庆广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测试线上调试
汽车配件厂订购用于涂胶的6关节工业机器人。 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环都市区包括涪陵、
沙坪坝、长寿、江津、合
川、永川、铜梁、荣昌等8个

区

●面积1.43万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的17.4%。

●现有常住人口约 827 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4%。

（上接1版）
为保证减税落到实处，目前，市税

务局已成立深化增值税改革组，制定了
详细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案，大力开展
政策辅导，全力做好增值税发票税控开
票软件升级工作，确保纳税人4月1日
正常开票。截至3月25日，我市应升
级15万余户纳税人已全部升级完成。

据介绍，升级后的增值税发票税
控开票软件税率栏次默认显示调整后

税率，纳税人如需按原税率开具发票
的，可以手工选择原适用税率开具增
值税发票。针对税率调整前业务的发
票开具，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
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
的，仍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而针对税
率调整后业务的发票开具，2019年4
月1日起，新发生纳税义务的增值税
应税行为，按调整后的适用税率开具
增值税发票。

重庆15万户一般纳税人将受益

在既往的采访中，记者发现重庆很
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没有设置政策研
究岗位，也因此常常错过优惠政策的申
报期限。优惠政策能否落地，归根结底
还要靠企业操作，主动研究政策的意识
很重要，相关的技术和方法也必不可少。

比如这次增值税改革，对行业、
企业来讲都是极大利好，但企业的受
益程度与其所处的市场地位、议价能
力、发展阶段等因素密切相关。

企业除了在新政策学习落实以
及税收政策前瞻性研究等方面下功
夫外，最重要是做好整体税负测算。

由于增值税的抵扣性质，使增值税呈
现出链条管理的效应。企业在关注
税率下降对销项端影响的同时，还需
在产品定价、采购成本、合同管理等
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税负降
低体现到进项端的成本降低上，最大
限度享受税制改革的红利。

由于税率下调，货物和劳务提供
方企业，可能希望将发票开具时间递
延至适用低税率时段，购买方则希望
取得现有高税率的进项税额发票，以
多抵扣进项税额，客观上存在购销双
方的博弈，发票的管理值得企业高度
重视。建议企业建立相应票证台账，
准确记录开票、结款、红字等发生情
况，有效控制税率调整可能产生的影
响，避免不必要的涉税风险。

企业要有主动研究政策的意识
□吴刚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