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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如何推进重庆与周
边省区开展区域合作？

唐川：近年来，渝北充分发挥
毗邻四川的优势，抓住成渝城市
群建设重大机遇，以“两地四方”
合作为抓手，做深做实川渝合作
文章。

比如，在政府合作方面，先后
与四川省邻水县、资阳市、达州市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着力推进临空
经济、汽车产业、生物医药、金融服
务、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重点领
域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交通
互联方面，与四川省广安市就进一

步加密两地路网、推动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达成协议，渝邻快速路邻水
段、渝北段将于年内陆续开工建
设。在产业合作方面，将四川现代
岱摩斯、吉利斯达等配套企业纳入
长安等整车企业供应链，实现汽车
产业互补发展，等等。

下一步，渝北将坚持以国家临
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为统揽，突出临
空指向性、高端外向性、港城融合
性、圈层共享性，完善“一核五区”
功能布局，全力打造创新生态圈、
智能制造基地、国际航空港。着力
以开放促开发，在提升开放平台、

拓展开放通道、完善口岸功能、发
展开放产业、壮大开放主体、优化
开放环境等方面狠下功夫，加大

“引进来、走出去”力度，为重庆在
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中展
现渝北新作为。

曹清尧：荣昌希望在成渝两大
中心城市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一是围绕建设重要节点城市、
成为成渝主轴有力支撑的目标，大
力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建
设。

二是搭建平台，加强对话联
系。2018年，荣昌突破区县合作

界限，与内江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2019年，在此基础上，荣昌又
加强了与泸州市、永川区联系，形
成“内泸荣永”协同发展格局，《深
化川渝合作推动内泸荣永协同发
展战略合作协议》已纳入2019年
川渝合作重点专项工作。

三是将“荣泸内”国际物流枢
纽“金三角”打造为西部开放高
地。以成渝接合部的泸州、内江、
荣昌腹地“金三角”为突破口，加快
成渝城市群“中部崛起”，高效建立

“陆海新通道”与成渝城市群、长江
经济带的联系纽带，带动成渝城市
群西部大开放，促进西部省区市协
调发展。

刘忠：重庆应全面加强交流合
作，与周边省区形成“合力”。

以四川为例，双方将依托在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电子终端等领
域现有基础，积极推动资源有序
整合和优化配置，推进联合研发
和配套合作，共同打造西部人工
智能产业高地；深化汽车、摩托车
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汽车产业链、
创新链和供应链资源协作共享，
共同助力两地汽车产业加快向新
能源化、智能网联化和高端化转
型；依托装备制造领域现有基础，
共同培育壮大航空航天、能源装
备、节能环保装备、内燃机、仪器
仪表、工业机器人、中高端数控机
床、轨道交通的高端装备制造
业。同时，双方在现代生物医药、
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也
将全面展开。

全面加强交流合作，与周边省区形成合力

西部地区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现代化的重点和难
点，推动西部大开发
战略形成新格局，实
现东中西部协调发
展，才能让高质量发
展、共同富裕的基础
更加扎实。而重庆是
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
体，重庆发展好了就
能擎动西部的发展。

从西部大开发重
要的战略支点，到在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重庆的战略地位不断
凸显。重庆之于西
部，就如同墙柱和房
子的关系。建房先立
柱。墙柱是房子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墙柱
结实房子才牢固，墙
柱坍塌房屋也就岌岌
可危。重庆要在推进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其前
提是要办好自己的事
情，把自己这根“柱
子”建得更加结实。

为此，就要浇筑
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的重庆“支柱”。这就
要求，要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扭住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这条主线，把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加快
构建市场竞争力强、
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
系；要加大创新支持
力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在西部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要加快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要深入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上中下游
协同，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重庆发展好了，“柱子”建
结实了，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才会更有
底气。

重庆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
体制优势十分突出，发展前景美好，但“一
花独放不是春”。正所谓“独木难支”，重庆
要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不仅要办好自己的事情，还要以自身这
根“柱子”作为参照物，引导整个西部地区

“立柱砌墙”，搭好发展的“框架”。这就需
要重庆不断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重庆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而
言，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重庆的
发展也能辐射西部、带动发展。如深化川
渝、渝黔等区域合作，就是重庆与西部地
区同舟共济、协同发展的表现，顺应了西
部地区求发展的强烈愿望；而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就如同一根根链条，将重庆
这个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的改革
之力、开放之力、发展之力传导至整个西
部地区。

柱子牢固，房屋才安全。重庆夯实了
自身发展“支柱”，才能更好地发挥支撑作
用，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

筑
牢
西
部
大
开
发
的
重
庆
﹃
支
柱
﹄

□
饶
思
锐

重庆日报：要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重庆具
备哪些基础和条件?

刘忠：重庆是我国老工业基地
之一。直辖以来，重庆围绕国家重
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定位，抓住西部
大开发重大战略机遇，坚持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加快构建支柱产业体
系，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生机。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
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
要求，把制造业转型升级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谋划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聚力打造重庆制造业

“升级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势头
进一步凸显、势能进一步集聚。

目前，重庆已基本完成由国家
老工业基地向国家重要现代制造
业基地转型，正加速向国家先进制
造业重镇方向升级。

许洪斌：近两年，重庆大力实
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聚焦“高
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深度用力，
着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
面创新，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从研发投入强度看，2018年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397亿
元，比上年增长9%，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1.95%。

从专利密度看，全市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9.08件，居全国第10
位，较2016年增长62.14%，比全国
增幅高18.4个百分点；发明专利授
权6570件，较2016年增长30.3%。

从科技贡献程度看，2018年
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6.5%，比
2016年增长3.22个百分点。

从科技创新评价看，全市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66.63，连续三
年排名全国第8位，西部第1位；全
市 区 域 创 新 能 力 综 合 效 用 值
30.30，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8位，

中西部第一。
可以说，重庆在创新方面迈出

了新步伐，取得积极进展，为推进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较好基
础。

唐川：作为西部首个国家临空
经济示范区，渝北围绕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积极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培育以临空
指向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和全产业
链，在中高端消费、人力资源服务
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目前，渝北已形成以长安福
特、长安汽车为主的全市最大汽车
制造业基地和以OPPO、传音等企
业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基地，汽车摩
托车、电子设备、通用装备、智能终
端等产业优势明显；仙桃国际大数
据谷“1+3+5+10+N”创新生态体
系不断完善，注册科技企业达628

家；商务会展、总部金融、现代物流
等新的产业正加速集聚，初步形成
了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
业格局。

曹清尧：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
开发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区域，是长
江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国家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

荣昌位于成渝城市群腹心地
带，2017年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
部委批准为全国首批老工业城市
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2018年2月，荣昌高新区又获
批国家级高新区，成为全国首个以
农牧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形成
装备制造、食品医药、轻工陶瓷三
大主导产业集群和农牧高新产业
集群的“3+1”产业集群，为荣昌构
建特色现代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
的产业集群支撑。

加速向国家先进制造业重镇升级

重庆日报：距离支撑作用的目
标，重庆的差距和短板在哪里？下
一步如何完善和突破？

许洪斌：毋庸置疑，科技创新
是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如，创新资源聚合度不高，高端创
新资源较少，高端创新人才总量不
够大；研发投入不足，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发达地区差距更大；创新能力不
强，优质企业总量偏小、企业创新
能力有待提高；创新生态环境不
优，创新创业创造品牌不够响亮。

为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我们将加快编制《国家（西
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案》，大力
推进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高标准
谋划科学城建设，联动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两江协同创新区，打造
西部创新资源集聚地，形成多点支
撑、联动创新的发展格局，加快建
设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刘忠：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
比，重庆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仍有
较大差距，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
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比如，传

统产业占比仍然较大，新兴产业
“链群”有待进一步完善；生产方式
相对落后，整体仍处于普及自动化
装备“补课”阶段；大型龙头企业数
量偏少、规模偏小，对行业发展引
领带动作用不强，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重庆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决策部署，深化、拓展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升级，

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的整体质
量。目前，重庆已制定《重庆市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
案》，近期将发布实施。

曹清尧：目前，成渝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还面临综合实力不够强、

“大-中-小”城市群构建不合理、
一体化推动机制有待加强三方面
的问题。下一步，可以从四个方面
来完善——

一是推动顶层设计。加快建立
“高效、务实、合作、互信”的成渝城
市群一体化推进机制是当务之急；

二是突出一体化。要从基础
设施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产
业发展一体化出发，推动城镇和谐
和美、交通互联互通、内陆开发开

放、市场共定共认，不断补“短板”、
防“漏板”；

三是打破行政壁垒。在川渝
毗邻地区率先打破行政壁垒，创新
体制机制，推动成渝城市群“中部
塌陷”向“中部崛起”；

四是打造新的增长极。按照
“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辐射亚太、
联通世界”的定位，依托川渝毗邻
地区的泸州航运港口、内江铁路枢
纽、荣昌国际货运枢纽机场等基础
优势，打造以荣昌、泸州、内江国际
物流“金三角”，让成渝城市群不论
是在“陆海新通道”还是“一带一
路”建设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加
快形成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和新
的增长极。

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和新的增长极

重庆日报：重庆的产业该如何
发展，更好地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中“出力”？

刘忠：一方面，重庆要全面提
升支柱产业竞争力，练好“内
力”。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进
一步推动笔电、手机、智能可穿戴
等电子终端产品丰富种类、提升
档次的同时，培育壮大集成电路、
电子核心器件、软件信息服务产
业体系，共同形成“芯屏器核网”
产业链群，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整
体升级为智能产业，为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智能化技

术、产品和服务供给。
另一方面，全面加大招商力

度，用好“外力”。充分发挥我市在
区位、生态、产业、体制等方面综合
比较优势，坚持不懈抓好行业领军
企业和科技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引
进力度，加快填平补齐现有支柱产
业“短板”；更加突出国家大院大所
和检验检测机构，以及行业领军企
业研发机构、高端创新团队和研发
人才等引进力度，集聚更多高端要
素资源并辐射西部地区。

许洪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重庆应更加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

一是更加注重产业技术创
新。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实施智能产业
技术创新，着力突破集成电路、智
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
车、无人机系统等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

二是更加注重优质主体培
育。大力培育科技企业，力争今年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20%、科技
型企业数量增长35%，尽快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和研发

机构“双倍增”，研发投入总量和研
发投入强度“双突破”目标。

三是更加注重创新平台建
设。深化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
引导各类开发区向创新园区转
型。加快推进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
基地建设。有序推进环大学创新
生态圈建设，打造布局科学、特色
鲜明、整体协同的创新创业创造
空间体系。

唐川：渝北将加快构建现代化
临空产业体系，全力推动临空高端
制造业、临空现代服务业、临空现
代农业集聚发展，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服务链迈向中高端，
筑牢高质量发展基础。

同时，依托前沿科技城、仙桃

国际大数据谷、空港工业园等产业
平台，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智
能终端、航空、新能源汽车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紧扣临空国际贸易
中心建设，优化“一心一廊两圈”空
间布局，积极培育临空商务、保税
贸易、航空物流、国际会展、创新金
融等业态。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为带动，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创汇
农业和会展农业。

今后，渝北将坚定不移推动创
新发展，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生态圈建设行动计
划，深度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培育
创新主体、汇聚创新人才，加快推
动创新平台提档升级，全力打造IC
设计产业园，推动仙桃数据谷成为
西部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

全面提升支柱产业竞争力，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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