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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20）

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 访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永

本报记者 郭晓静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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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经信系统如何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构建具有重庆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6月 17
日，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重庆日报：在加快构建市场竞争
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
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过程中，重庆的制
造业将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涂兴永：从全国老工业基地到国
家先进制造业重镇，重庆是靠制造业
起家的，也要靠制造业走向未来。全
市经信系统将坚持以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根本目标，巩固提升“芯屏器核
网”全产业链智能产业集群和以新能
源、智能网联为主攻方向的汽车摩托
车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装备、材料、生
物医药、消费品、农副食品加工和技
术服务等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
聚发展，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今年一季度，比亚迪锂离子电池
等46个项目实现开工，广达三期等48
个重点项目实现投达产，从而推动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8%，增速高出全市工业2.5个
百分点，占全市工业增加值比重
22.8%。

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的重要抓
手，是突出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目
前重庆建成智能制造信息管理平台，
正针对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行业，
分类分步推进智能制造纵深发展。

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重庆日报：重庆如何加大创新支
持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使创新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涂兴永：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根本上要靠创新。为此，全
市经信系统将咬定目标，坚定不移推
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
略，健全完善以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整合企业、
研发机构、高校创新资源，充分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制造业创新
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等创新载体建设，着力引进一批国内
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及中央企业、
跨国公司的新型研发机构在渝落地。

此外，我们要围绕产业发展急需
突破的关键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和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
发展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小试中试、
样机模具、科技金融等技术服务业发
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

在优化创新生态方面，我们以构
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资源
共享、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为目标，鼓
励大中小企业创新组织模式、重构创
新模式、变革生产模式、优化商业模
式，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一方

面，不断提升大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劳
动生产率，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制
造企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小企
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作用，支持
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单项冠军
企业成长壮大，形成大企业带动中小
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
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

扩大工业领域开放合作

重庆日报：重庆如何以拓展产业
发展空间为契机，着力构建双向开放、
互联互通的现代产业体系？

涂兴永：全市经信系统将坚定不
移全面扩大工业领域开放合作，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高水平“引
进来”和全方位“走出去”并举，统筹利
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合
作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继续以产业链为整体，推
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汽
车制造等重点领域，广泛嵌入区域分
工协作链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

快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同时将加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加快行业级、区域级公共创新服务平
台引进培育，完善产业技术创新公共
服务体系。引导各园区精准定位重点
产业方向，推进区位相近、产业相关、
基础相当的区域内园区一体化协同发
展，加快打造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
基地。

今年，重庆将继续高标准办好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充分利用智
博会汇集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资源要素，深度参与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更加突出国际化、专业化、
品牌化、市场化和体验感，着力将其打
造成为全国最专业、国际有影响的产
业供需对接平台。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现代产业体系

重庆日报：重庆如何以工业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为底线，着力构建绿色
制造、制造绿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涂兴永：全市经信系统将学好用

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严格
执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坚决打
好工业领域防治污染攻坚战，争创绿
色生态新优势。

一方面要加快建设绿色工厂，引
导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包括发展绿色
园区，推进工业园区产业耦合，促进园
区废物资源交换利用；打造绿色供应
链，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
培育一批提供咨询、检测、评估、认定、
审计、培训等服务内容的专业化绿色
服务平台，建设绿色制造服务体系。

另一方面要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
级，全面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
领域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加强绿色
产品研发应用，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
水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基础制造工艺绿
色化。

在推动工业“三废”综合利用方
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技术；大力推广余热余压回收技
术，实现工业废气资源化；推进煤矸
石、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
设。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
日报记者6月20日从市经济信息
委获悉，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重庆
1576家制造业企业线上评估，截至
今年3月，重庆实现网络化协同的
制造业企业比例达到28.3%，工业
云平台应用率38%，生产设备数字
化率41.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73.3%，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49.6%，为下一步智能化升级奠定
了良好基础。

制造业是重庆实体经济的“主
心骨”，长期占重庆地区GDP比重
的1/3以上，但制造业各行业和企
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差
异较大。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重庆作为国家重要现代制
造业基地，5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
正处于智能化升级的关键时期。
为此，重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实施“1+N”战略，分层次发
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重庆分层次发展工
业互联网平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一是建设综合性开放平台。支
持企业通过构建工业大数据服务体
系和开发环境，以平台汇聚多方资

源，提供跨行业跨领域多方位的公
共服务，突出制造资源共享开放，社
会资源聚合协同。

二是建设行业级平台。支持
企业通过贯通企业内外部供应
链、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产品、生
产和服务的协同平台，连接企业
实现网络化协同，连接用户实现
个性化定制，连接产品实现服务
化转型。

三是建设领域级平台。聚焦制
造业各环节，发展特点各异的平台。

目前，作为综合性开放平台，
中 移 物 联 网 公 司 在 渝 建 设 的
OneNET 平台，面向多领域提供
工业边缘计算网关、设备健康和
能效管理、工业物联网应用等，已
建成全球最大的物联网专用核心
网路，物联卡用户数超过4亿，连
接数超过8490万，聚集开发者5.3
万余个、创新产品6万个以上。宗
申集团基于制造业实践优势打造
的忽米网平台，汇集了全球2.6万
余家企业服务商，年交易金额超
过5亿元，催生出56项产品标准、
266个成果报告。阿里云联合赛
迪研究院建设飞象工业互联网平
台，提供云端资源、边缘计算和设
备接入、柔性制造和智能工厂解
决方案等，帮助企业实施“智能+”
制造。

工信部对重庆1576家制造企业线上评估

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38%

建设和应用工业互联网
平台，满足制造企业智能化升
级需求，是制造企业“智能+”
制造的重要突破口。但事实
上，目前平台和云服务企业热
情高涨，而很多制造企业仍茫
然无措，甚至提不出自己的具
体需求，更缺乏与平台和云服
务企业“最后一公里”的有效
对接。

朝着问题去，找准着力
点。重庆日报记者通过采访
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重庆
做了两方面的努力，目前取得
了实效。

一是建立工业互联网服
务 商 资 源 池 ，增 强 服 务 供
给 。 目 前 有 122 家 市 内 外
服 务 商 企 业 入 选 资 源 池 ，
积 极 在 渝 开 展 服 务 。 由 于
资 源 池 激 活 了工业互联网
服务供给活力，凝聚了供给

服务资源，“池中”企业主动
惠及制造企业，目前为企业
上平台上云平均降费 20%以
上。

二是开展千企咨询服务
活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
重庆依托资源池的服务商企
业，组建了多个公益专家团
队，开展进企业下现场千企
咨询服务活动，深入制造业
企业现场咨询诊断，面对面
交流，找准发展瓶颈和问题，
为其提供智能化升级建议方
案。通过供需精准对接和服
务，隆鑫通用实施基于工业
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应
用项目，创新数字车间模式，
促 进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13% 以
上、运营成本降低 12%以上、
产 品 研 发 周 期 缩 短 15% 以
上、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2%
以上。

企业上平台上云
难在供需精准有效对接

□郭晓静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刘雨桐）6 月 19 日，市政府召开
农业农村工作半年调度会，研究部
署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一轮农
村改革等我市“三农”近期重点工
作。

年初，我市召开的全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要决战
决胜，乡村振兴要取势取实，三峡后续
工作要提速提效，水利工程建设要加力
加快，农业农村改革要行稳行远。目
前，我市各涉农区县和市级农口部门精
准施策、狠抓落实，共同推动全市“三
农”发展持续稳定向好。下一步，我市

“三农”将聚焦哪些重点工作？此次半

年工作调度会进行了全面部署。
会议强调，我市要以问题整改为

主线，推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标准，一手
抓脱贫攻坚、一手抓成果巩固，扎实
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其中，要重点聚焦4个未脱贫摘帽贫
困县、33 个未销号贫困村和 18 个深
度贫困乡镇，加大倾斜支持力度；聚
焦13.9万未脱贫人口特别是对病人、
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采
取综合性保障措施，加大精准帮扶
力度。

下阶段，在推动乡村振兴中，要事
项化、项目化、清单化地推动乡村振兴

落地显效。要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培育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重点打造2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加
快培育高素质现代农民、深化完善全市
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工作。其中，市农
业农村委要抓紧开展乡村振兴“6+5”
试验示范区县2018年绩效评估，各试
验示范区县要抓重点、创特色、有突破、
见效果。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新一轮农
业农村改革。紧紧围绕“建立健全城
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的部署要求，稳妥推进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农村“三变”改革试点、
农村“三社”融合发展、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其中，农村“三变”改革试
点要稳步扩大，抓实抓深今年每个区
县新增的2-3个试点村，建立健全支
持农村“三变”改革配套政策。

农业要做强，必须突出品牌引
领。会议要求，我市要以“巴味渝珍”
为龙头，推动农产品品牌创建。近年
来，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味渝
珍”打造已经初见成效，推进了“奉节
脐橙”“巫山脆李”“涪陵龙眼荔枝”“永
川秀芽”“涪陵青菜头”等品牌整合工
作，构建以“巴味渝珍”为龙头、企业
品牌和农产品品牌为支撑、“三品一
标”为基础的农业品牌体系。下一
步，各区县要加大线上线下营销力
度，持续推进品牌农产品上京东行
动，积极搭建线下旗舰店、体验店、专
卖店与线上京东商城、淘宝等开设自
营店等多种形式的营销平台，构筑“巴
味渝珍”品牌营销立体网络。

此外，会议还对全力防控非洲猪
瘟、推进三峡后续规划和水利工作、坚
决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等下阶段重点
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重庆“三农”工作
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通讯
员 李传芳）6月20日，重庆“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之渝中篇
精彩上线。渝中以“重庆母城 美丽
渝中”为主题，用8分钟的精彩短片和
马卡龙色系的手绘地图，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母城厚重文化、时尚都市形象，
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关注。

“渝中是山城重庆的母城，作为渝
中‘土著’，我很骄傲！”今年66岁的市
民周长忠收看了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
在电视上的“晒文化·晒风景”节目后

非常激动。
留学回渝工作不久的周里路是地

地道道的重庆人，他说：“渝中是重庆
最时尚的窗口，既可看欧美时装大秀，
又能品世界美食。重庆日报刊登的渝
中手绘地图引人入胜，我买了很多份
报纸准备寄给国外同学，让他们看看
我美丽的家乡。”

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任何俊生说：“渝中一街一巷，都蕴含
历史悠久的母城故事。我们要以此渝
中‘双晒’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好、保护
好、利用好‘母城’历史文化资源。同
时，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
则，推动文化和旅游实现业态、资源、
市场、服务、交流五大融合，实现历史
人文塑造城市‘气质’，将渝中打造成
为全市文化旅游新名片。”

渝中“双晒”推介引社会各界关注

“一街一巷，都蕴含历史悠久的母城故事”

记者手记

6月18日，北碚水土，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科技研究院有机材料半导体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制作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有机太阳能电池。 特约摄影 钟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