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WCIFIT
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开放新时代 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发展新作为 第二届中国西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特刊
2019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赵炬

7

重庆各区县喜迎宾朋签单忙
西洽会上，我市各区县都积极参展喜迎八方宾朋，以各自的

特色和优势吸引投资合作。万州区落户16个项目签约117.1亿
元，两江新区签约72.2亿元“大订单”，百亿级晨阳水漆项目落户
永川……签约不断，喜讯连连。

5月16日，万州区在第二届西洽
会上签约16个项目，涉及金额117.1
亿元。

其中，重点项目有 3 个，总额
40.1亿元，包括三峡国际农副产品集
散基地项目、绿色环保汽车项目及服

务机器人生产项目等。
据了解，三峡国际农副产品集散

基地项目总投资25.8亿元，分两期建
设，一期建设农副产品及相关产品交
易中心、农业总部基地、冷链物流服
务中心等。

万州 16个项目签约金额117.1亿元

5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
新区了解到，此次西洽会上，两江新
区签约项目 17 个，总投资额达到
72.2亿元，涉及新能源、生物医疗、智
能智造等多个行业。

据介绍，嘉兴德燃动力系统有限
公司将投资10亿元，在两江新区建
车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核心零部
件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产值将

达25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500人；
清议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将与两江
新区共建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
开展新一代智能芯片、MEMS微系
统、高端传感器及综合应用等领域的
研究。

此外，奇数众联、爱维思科技等
企业，也将在两江新区投资，开展网
络安全、信息运维等项目。

两江新区 签下72.2亿元“大订单”

西洽会上，北碚区签约5个大型
项目，签约金额312亿元，涉及旅游、
高新技术产业和总部经济等方面。
其中，复星集团西南总部及金融科创
中心、北碚区全域旅游开发项目签约
金额均超百亿元。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拟在北碚蔡家组团建设复星集团
西南总部、金融科创中心、特色商业
等。该项目占地 421.5 亩，总投资

100亿元。项目建成运营3年后，产
业部分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25亿
元。

此外，北碚区还与成都港誉金控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全域旅游开
发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110亿元。
双方将共同设立合资平台、文旅产业
基金，围绕北碚全域旅游、生态农业、
文化创意、冰雪体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北碚 两个超百亿元项目落户

5月15日，渝北区在仙桃国际大
数据谷举行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32个，其中
合同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29个，涉及
大数据智能化、航空物流、创新金融、
文化创意、健康医疗等多个领域，投
资总额371.35亿元。

在航空物流方面，中国快递行
业“巨头”之一的中通快递香港有
限公司拟投资2.24亿美元，在木耳
航空物流园打造集仓储电商产业

孵化、航空仓储转运、中通优选仓
储、智能设备研发等于一体的智慧
电商物流园，并作为中通西南总部
基地。

渝北区致力打造的“时装小
镇”，也迎来了“操盘手”和“大品
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拟投资8亿
元，打造以文创设计产业集群办公
为核心，集服饰博览、时尚生活、休
闲娱乐等业态为一体的国际时尚艺
术生活街区。

渝北“时装小镇”打造时尚艺术生活街区

签约3个项目，吸金425亿元；22
家企业携拳头产品亮相，吸引了众多
国内外客商洽谈合作……5月16日，
巴南区政府与市商务委、市招商投资
局共同主办巴南专场推介会，国内外
客商100余家、约200位嘉宾参加。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新能源电
池、生物医药、总部经济等多个方
面。其中，协能科技电池梯次利用项

目，拟投资15亿元；三峡集团长江大
保护工作在渝机构总部项目，计划
5年内总投资额可达400亿元。

会上，满帮集团首次发布了重庆
公路物流指数。作为国内公路物流
领域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满帮集团拟
在重庆建设西南运营中心项目，与重
庆和巴南合作开展公路物流大数据
指数应用。

巴南 签约3个项目吸金425亿元

第二届西洽会上，江津区签约项
目33个，揽金约160亿元。江津综保
区、现代农业园区及双福、德感、珞璜、
白沙4个工业园等平台均有“进账”。

这批签约项目涉及智能制造、保

税仓储、健康研究等领域。单个投资
额最大的项目是“中国建筑劳务总部
基地项目”，投资50亿元，将在江津
德感工业园建立全国建筑劳务大数
据平台中心。

江津 4个工业园平台均有“进账”

5月16日，合川区举行招商投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27
个，总投资380多亿元。

合川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负责

人介绍，合川签约的27个项目中，
有工业项目 18 个，商贸及文旅项
目3个，现代农业项目5个，基础设
施项目 1 个。其中文化旅游产业

合川 签约27个项目揽金380多亿元

第二届西洽会上，綦江区签约项
目15个，签约总金额316.4亿元。

据了解，綦江区签约项目涉及汽
车电子、新型材料、文化旅游、生态环
保、物联网、总部经济等产业领域。其
中，由西安沣东新城天海星实业有限

公司投资的“綦江美丽健康产业园暨
天海星西部健康美谷”项目，投资金额
约50亿元，拟建设标准化厂房120万
平方米，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
认证、展示、营销、体验等为一体的美
丽健康产业集群。

綦江 50亿元打造美丽健康产业集群

5月16日，在西洽会上，中科佳
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璧山区人民

政府签约，该公司将投入35亿元打造
中科康养项目，对璧山区康养产业资

璧山 中科康养项目打造康养产业高地

5月16日，第二届西洽会上，铜
梁区与德国斯威工业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将在铜梁高新区内落户中德智
能生产示范园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25亿元，具体包
括中德智能产业研究院、德国智能
制造设备展示平台、高端CNC数控
机床工厂、中德高新技术产业园
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实

现年产值100亿元，年纳税总额3亿
元。铜梁区方面表示，该项目的引
进，对铜梁高新区打造智能制造产
业高地，推进现有制造企业设备改
造升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
大意义。

本届西洽会上，铜梁区还签约了
一批新兴产业项目，主要涉及装备制
造、智能穿戴设备、新材料等领域。

铜梁 中德智能生产示范园项目落户

5月16日，第二届西洽会上，荣
昌区签约项目36个，涉及金额622亿
元。

据了解，本次荣昌区引进的项目
中，正式签约项目16个，协议投资额

204.5亿元；签署框架性协议项目20
个，协议投资额417.5亿元。其中，北
京创导工业陶瓷项目总投资7亿元，
共有4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11000
吨。

荣昌 工业陶瓷项目引资7亿元

5月16日，西洽会上，梁平区签
约4个项目，揽金约57亿元。

项目包括：梁平龙溪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项目、
智能家具产业园项目、实验室仪器设

备项目等。其中，长江生态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与梁平区人民政府签订龙
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试点项目，签约金额达33.7
亿元。

梁平 龙溪河治理项目签约33.7亿元

5月16日，武隆区旅游吉祥物、
旅游文创产品“武小仙”“隆小马”亮
相西洽会，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当天，仙女山国际生态康养小镇项目
成为西洽会重点签约项目之一，投资
金额为100亿元。

武隆区招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西洽会期间，该区签约文旅、工业
类共9个项目，协议引资181亿元。
今年该区将以“招好商、招大商、招强
商”方式全面推进招商工作，着力引
进 5G 商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等行业领域的高端制造
业项目。

武隆 签约9个项目协议引资181亿元

5月16日，忠县人民政府与中能
建投实业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在西洽
会上签约：氢能(低压储氢)商用车忠
县汽车产业园落户忠县。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7亿元，占
地约350亩，建设工期为32个月。项
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40亿
元，税收4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
忠县投资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项目一期投资7亿元，达产后
可年产2万辆新能源汽车；二期投资
20亿元，将新建新能源汽车和氢燃料
电池产业园，包括整车研发中心、氢
燃料生产线、氢能源储存中心、氢燃
料技术运用研究院等。

忠县 氢能商用车项目落户

5月16日，在西洽会上，垫江现
场签约11个项目，揽金32.35亿元，
重点在食品加工、钟表制造等产业
领域。

在国博中心N5馆，以牡丹风貌
和钟表制造为主要设计元素的垫江
县展馆，运用声、光、电等技术，展现
其文化旅游和工业产业特色，包括山

城钟表、捷力轮毂、树臣食品等一大
批当地企业参展。

垫江县商务委介绍，该县此次在
西洽会上的11个签约项目，含3个工
业项目、3个农业项目、3个商贸物流
服务类项目和2个旅游项目，这些开
发项目都是围绕“绿色发展”这个关
键词展开。

垫江 突出“绿色发展”主题签约32亿元

5月16日，在西洽会上，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签约落户石柱县。

该项目由重庆威斯壮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金额达7.5亿元，占地
300亩。主营汽车零部件及手机金
属件加工、数控机床生产及相关产业

配套产品。
预计到2020年，该项目厂房一

期建成投产，2023年12月底前配套
企业全面入驻智能装备产业园。项
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可达7.2亿元以上。

石柱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落户

5月16日，又一个百亿级项目落
户永川。

在当日举行的第二届西洽会上，
晨阳水漆正式签约落户永川高新区凤
凰湖工业园，拟投资20亿元建设100
万吨水性漆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
值150亿元以上。

为引进该项目，永川用钉钉子精
神，盯了近两年时间。其间的招商引
资故事，动人心弦。

在一份红头文件上发现商机

故事的主角是永川凤凰湖工业园
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陈建国与招商部部
长龙泓宇。

2017年2月，陈建国、龙泓宇受命
紧盯长城汽车项目，此后，两人每到周
末就往保定跑，除了想方设法接触长
城汽车高层，还在当地广交政商两界
朋友。

2017年6月，陈建国在河北省政
府的一份红头文件上发现了商机。这
份文件明确了该省重点扶持的10家
骨干企业，其中，排第一的是长城汽
车，第二的就是晨阳水漆。

两人恶补相关知识后喜出望外：
成立于1998年的晨阳水漆是我国第
一个水漆制造企业，其市场占到了全
国水漆市场总量60%以上份额。该企
业不仅是国内水漆行业的龙头老大，
也是全球最大的水漆生产企业。

水漆是以水为稀释剂的涂料，向空
气中挥发的是水蒸气，低碳健康。因
此，水漆替代油漆是必然趋势。在欧美

国家的涂料市场，水漆占比已在90%以
上，而国内水漆占比还只有10%左右。

以一周至少一次的频率
去公司“报到”

2017年7月27日，通过人托人,
陈建国和龙泓宇第一次拜访了晨阳水
漆的办公室主任。两人有备而来，他
们站在企业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晨
阳水漆现有的3个工厂都在保定，销
往南方的产品需要长途运输，建立南
方生产基地是必然选择。永川是成渝
之间的区域性交通物流枢纽，不仅可
同时辐射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还

可沿长江辐射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市
场。

之后，陈建国、龙泓宇又先后拜访
了该公司的投资部部长、副总经理、党
委书记等人。

2018年下半年，晨阳水漆派出人
员到永川实地考察，给出的考察结论
是：永川的现状比想象中还要好。根
据他们测算，在永川建设一个100万
吨水漆生产基地，每年大概节约物流
成本5亿元。

尽管考察结果令人满意，但晨阳
水漆对是否投资永川迟迟没有给出明
确答案。陈建国、龙泓宇并没有急躁，

仍是保持一周至少一次的频率，频频
拜访公司的中高层。

将建全球最先进的智能
制造水性漆生产基地

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晨阳水漆董
事长刘善江亲自接见陈建国、龙泓宇。

“你们的执着精神，让我没办法拒
绝！”刘善江向他们敞开心扉，他说，来
公司招商引资的各地官员几乎月月都
有，他们中间有副省长，也有市长、县
长，但大多都是存个电话号码后就少
有联系，像你们这样执着的人还是第
一回遇到，“你们真是感动了我”。

刘善江表示，公司其实在此前已
经作出决策，决定到永川投资，但投资
计划不会这么快，因为他们在徐水的
第三个工厂2017年才投产，公司一时
难以筹措这么多资金。

“我今天来见你时发现了一个细

节，在工厂门口等着拉货的汽车排了
有3公里多长，说明你们的产品现在
严重的供不应求，你们现在应该尽快
扩大产能，抢先占领市场。”陈建国进
一步拿出详尽的数据反复说明。

针对企业建厂资金不足问题，陈
建国又详尽地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二
天，陈建国、龙泓宇便带着永川的两位
银行行长上门，与公司现场签订了贷
款授信协议。

2019年4月23日，晨阳水漆与凤
凰湖工业园签订投资意向协议，这距
离永川方面第一次拜访晨阳水漆已有
616天，到5月16日签订正式协议时，
已过了639天。

据晨阳水漆执行总裁刘占川透
露，晨阳水漆永川生产基地共占地
800 亩，将于今年 10 月开工建设，
2020年建成投产，将建成全球最先进
的智能制造水性漆生产基地。

“你们的执着精神，让我没办法拒绝”
——百亿级晨阳水漆项目落户永川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雨

幕后故事>>

（本组稿件由记者杨骏、陈钧、王亚同、张莎、张亦筑、栗园园、杨艺、夏元采写）

西洽会南岸展台上造型独特的路威机车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了解。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西洽会秀山展台，企业负责人为参观者介绍植物染料染出的环保产品。
记者 王翔 摄

5月16日，国博中心，模特正在演示开州汉丰湖水上运动器材。
特约摄影 钟志兵

综合开发项目、尚荣（合川）医疗健
康产业园建设项目、装配式集成建
筑生产基地及产业园项目参加了
市级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涉及投资

约146亿元。
本届西洽会上，合川展区重点展

示了信息安全、装备制造、医疗健康、
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源进行整合和开发，以培养康养专业
人才、康养品牌企业为重点，助力璧
山打造康养产业高地。

据悉，中科康养项目拟开展 5
项合作内容，预计近期年产值 100
亿元，远期年产值500亿元。具体
项目包括投入 5 亿元开展校企合
作，培养康养专业人才；投入2亿元
建立康养实训中心，通过设立老年

医院、老年颐养中心、老年康养公寓
等方式，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投入
24亿元建设康养产业孵化园；投入
3 亿元建设康养数字资产运营中
心，推动城市数据开放创新；投入1
亿元，设立康养专项配套基金，与绿
岛公司合作，成立璧山区康养产业
基金公司，支持璧山区康养产业发
展、运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