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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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记者手记

重庆日报：永川早在去年就提出
了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标。请
问，永川为何要提出这一目标，有着怎
样的底气？

滕宏伟：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是我们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坚决把总书记嘱托
和市委要求在永川落地落实的具体
行动。

永川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底
气，来自于永川具有区位优势、产业优
势、人才优势等三大优势。

在区位优势方面，永川是成渝城
市群的重要节点，发挥着承东启西、
左传右递的重要作用。可依托成渝
铁路、成渝高铁，向西串联四川沿线
市县、至东连接重庆“渝新欧”铁路
线，可以直接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可依托长江朱沱港直接融入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可依托渝昆高铁，连
接云南进入沟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
通道枢纽。

在产业优势方面，近年来，永川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引进了长城汽车整车、东
鹏智能家居产业园、晨阳水漆、利勃海
尔等一大批优质项目，永川区高新区
已于去年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在人才优势方面，永川是西部职
教名城，共有15所职教院校、近13名
职教在校学生，为企业发展和产业转
型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重庆日报：从去年至今，永川在打
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上已取得哪些成
效？

滕宏伟：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方
面，长城汽车、东鹏陶瓷将于年内建成
投产，将再造一个“永川工业”。

其中，长城汽车将于今年8月底
正式量产，2019年将生产长城炮系列
豪华皮卡 17000 辆，实现产值 17亿
元，达产后将实现年产25万辆整车、
250亿元产值，带动零部件产值250亿
元。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今年12月
底将正式投产，达产后产能将达6000
万平方米，实现产值70亿元。

去年以来，永川共签约引进项目
290个，合同引资1000多亿元，包括
投资30亿元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
投资38亿元的STS电动车、投资50
亿元的中船重工智能产业园、投资
20亿元的晨阳水漆等项目。其中，
晨阳水漆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150亿元。
在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方

面，永川出台了“大数据发展20条”，
新引进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全球交付中
心、携程海外客服中心、中融数据、中
物联等项目39个，大数据项目加速向
永川集聚。目前，永川大数据产业园
已累计入驻项目274个，从业人员1.3
万余人，去年产值达108亿元，成为全
市重要的大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
地。今年1-5月，大数据产业园实现
产值46.8亿元，同比增长24.5%。

永川还出台“高端数控机床发展
17条”，新引进利勃海尔、SW、德根等
3家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前不久，
利勃海尔、SW这2家德国企业已实现
投产，加上此前已投产的埃马克以及
下半年即将投产的德根，永川已拥有4
家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全区数控
机床整机及零部件企业达到35家。
去年，全区数控机床销量占到了全市
的1/3。

另外，永川还出台“职教发展24
条”，进一步巩固提升职教优势。去
年，永川新增职教学生7000人，由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和西凯教育集团合资
建设的重庆智能工程学院开工，华为
（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也于今年3
月开工。

重庆日报：下一步，永川将围绕哪
些重点领域、重点工作来打造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

滕宏伟：首先是重点打造“一城五
园”，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具
体内容是：依托长城汽车打造1000亿
级的生态汽车城；依托理文纸业打造
400亿级特色轻工产业园；依托埃马
克等德国机床企业打造200亿级的中
德（重庆）智能产业园；依托东鹏陶瓷
打造100亿级的智能家居产业园；依
托晨阳水漆打造100亿级的环保新材
料产业园；依托中船重工打造100亿
级军民融合产业园，加快建成重庆重
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其中，在汽车产业上，永川已引进
长城汽车、中交TST、庆铃专用汽车等
3个汽车整车企业项目，金皇后汽车、
瑞悦车业等两个整车代工厂，以及10
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初步构建起“3+
2+N”汽车制造体系。永川将以长城
汽车今年8月投产为契机，加快推进
庆铃专用汽车，加快建设瑞悦车业西
部基地项目，启动中交STS电动车项

目，推动金皇后汽车项目全面投产，积
极引进一批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加
快建成“3+2+N”汽车制造体系，着力
打造汽车全产业链条。

在数控机床产业上，永川将以发
展高端数控机床为突破，以建设中德
（重庆）智能产业园为载体，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深化对德务实合作，打造
中德地方经济合作和高端产业合作的
新高地，将力争到2020年再引进一批
德国装备制造及配套企业。

其次，以永川大数据产业园为载
体，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永

川将大力实施“大数据发展20条”，大
力发展数据处理、软件信息、服务外
包、物联网、数字内容、服务贸易等大
数据产业，并推动大数据产业“接地
气、增效益”，培育支持达瓦大数据中
心建设全国最大的先进影像、虚拟现
实拍摄制造基地，大力推动重庆勾正
数据建立音视频研发中心、互动新零
售运营中心，努力在“数字产业化”方
面取得新突破，做大做强全市重要的
大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努力在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

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访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本报记者 周雨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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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们将聚焦“高质量”，以生态汽车城、特色轻工产业
园、智能家居产业园、中德（重庆）智能产业园、环保新材料产
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等“一城五园”为重点，同时深入推进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纵观永川在高质量发展上所
呈现出的强劲势头，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引进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企业，
为永川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
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强劲
动力。而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选
择永川，就在于该区下好了营商环
境这步“先手棋”。

“下好营商环境这步‘先手
棋’，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因
素之一！”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区域
竞争，“要素红利”已逐渐让位于

“创新红利”，“政策红利”已逐渐让
位于“制度红利”，营商环境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因此，永川在提出打造“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目标的同时，还明确了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的目标。可
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保障。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永川近年
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创造了

“干的要比说的好，做的要比签的
好”、“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
的满意指数”等许多生动实践。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使长城

汽车公司选择在永川建设整车生
产基地，还吸引该公司在永川注册
了哈弗销售公司、零部件公司等
11个公司，截至今年5月底，其哈
弗销售公司、零部件公司已实现销
售收入445.4亿元，在永川纳税5.5
亿元。

从去年至今，永川共签约引进
项目290个，合同引资超过1100亿
元，其中包括年产值150亿元的晨
阳水漆等一大批优质项目。

2018 年，永川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845.7 亿元，增长 9.9%，增速
在全市排第5位。今年一季度，永
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5亿元，
增长11.1%，增速排考核区第1位、
全市第 2 位。今年 1 至 5 月，永川
区的招商引资考核位居考核区第
一名。

今年8月，年产值250亿元的
长城汽车永川整车生产基地将建
成投产；今年12月，年产值70亿元
的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将建成投
产……可以想象，随着大批新项目
的陆续建成投产，永川将在高质量
发展上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

下好营商环境这步“先手棋”
□周雨

今年5月，永川获得市发改委
“中德（重庆）智能产业园”授牌，被赋
予了深化对德务实合作、打造中德地
方经济合作和高端产业合作新高地
的重任。而永川开辟的中德合作路
径则是从“一台机床”开始的。

2016年，永川通过“以商招商”引
进了德国机床巨头埃马克集团。
2017年，埃马克永川工厂将自己的销
售额目标设定为3000万元，结果当
年实现了近3亿元的销售额，这让永
川看到了我国加快智能制造背景下，
高端数控机床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

此后，永川组建专业招商团队，
重点瞄准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开
展招商引资，先后引进德国利勃海尔
集团、德国埃斯维机床有限公司
（SW）、德国德根公司等3家德国高
端数控机床企业。

其中，于今年5月建成投产的利
勃海尔永川生产基地是该公司在华
投资的第一个数控机床生产基地。
该公司不仅在大型工程机械等主营
业务排名全球前列，还是数控机床领
域的“隐形冠军”，其齿轮加工机床加
工精度高，代表齿轮加工机床行业的
世界最高水平，是“工业母机皇冠上
的耀眼明珠”。

埃斯维永川工厂是该公司在全
球的第三家海外工厂、第二家中国工
厂。该公司被誉为机床行业“保时
捷”，其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能够高效

地稳定的大批量加工结构复杂的零
部件，其核心产品4轴或5轴联动的
卧式多主轴加工中心，是当今世界上
售价最贵、精度最高、效率最快、稳定
性最好的数控机床产品之一。

4家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的
落户，使永川很快成为数控机床产业
集聚之地。目前，该区已形成以德国
企业为引领、国内外优质企业为主
力，集生产、研发、检测于一体的智能
装备全产业链体系，建成数控机床整
机及零部件企业35家，2018年的数
控机床产量占到了全市数控机床总
产量的1/3。

从“一台机床”取得突破的永川
区，目前已在推动中德合作上不断走
向深入：与中交集团合作，引进了德
国亚琛大学研发的STS电动物流车
项目；依托中国西部职教城优势，与
西门子在职业教育方面达成1+2+N
战略合作框架；与德国莱茵学院
（TUV）、BBW等机构合作，结合德
国双元制教学方式，为企业提供大量
熟练掌握技能的一线工人，构建独具
特色产学研人才支撑体系；引进德国
顶级制造技术论坛MAV创新论坛，
有效推动了中德技术合作创新……

永川区负责人表示，目前，他们
正与8家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进
行招商谈判，将力争在2020年引进
更多德国装备制造整机及配套企业，
努力形成产业集聚。

“一台机床”开辟中德合作新途径
本报记者 周雨

即将在今年8月投产的长城汽车永川工厂。 通讯员 陈科儒 摄

宜居宜业的永川城市环境。 （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德国SW制造的高端数控机床正在永川的工厂安装调试。
通讯员 陈科儒 摄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平溪村位于城口县河鱼乡北部，共
有10个村民小组372户1451人。其
中，有建卡贫困户52户194人。全村幅
员面积18.98平方公里，海拔在1000-
1250米之间，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

对于万昱缙而言，作为一名参加
工作不久的“95后”，扶贫工作完全是
一个陌生领域。如何打开扶贫工作局
面，万昱缙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2018年8月30日，他代表城口移动，
以县驻村工作队成员的身份入驻河鱼
乡平溪村，站在了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为留守老人送健康

平溪村的常住人口多半是留守老
人，他们普遍患有慢性病，但囿于经济
和医疗条件以及意识上的缺位，很多留
守老人都没有进行系统规范的治疗。

初步走访中，万昱缙和受访对象

的话匣子通常从“健康”二字上打开。
谈起自己的病，老人们总喜欢给出“不
大碍事”“太麻烦”“没得钱”等理由，来
解释不上医院的原因。

“小病拖成大病，慢病拖出疾病，
到时候，医起来更麻烦，花钱更多！”每
当遇到这样的情况，万昱缙总是推心
置腹地耐心劝说，首先打消老人们的
主观顾虑。

对于地处偏远、经济拮据的留守
老人们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也是
客观上不争的事实。对此，万昱缙想
到了同在平溪村扶贫的“第一书记”、
城口县中医院院长彭必文。在他的
帮助下，万昱缙与县中医院积极沟
通，为当地村民组织了一次上门免费
义诊。这场义诊在提高村民健康意
识、摸底群众健康状况的同时，也拉
近了万昱缙及驻村工作队和村民之
间的距离。

在万昱缙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平溪村所有患有慢病的贫困户都
被纳入医院慢病管理系统统一管理。
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还办理了“特病
卡”，持卡人每年可享受1000元的门
诊报账。

一圆群众安居梦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之一。在万
昱缙驻村不久，城口县便对平溪村展
开了大规模的危房改造。

为确保改造顺利推进，万昱缙
主动请缨，挨家挨户对村里的危房
户、无房户走访调查，为每一家需要
改造的村民家建立档案。将家庭基
本情况、改造意愿、改造方式和房屋
的损害程度都一一详细记录在案，
对于非唯一住房的农户和无房户，

也一一到家走访查证，做到绝不漏
评、错评一户。

村民老魏早年妻子失踪，他外出
寻找多年，返乡时家中老宅已塌，因无
力重建房屋，多年来一直在河鱼、岚天
两乡流浪。

得知他的情况后，万昱缙和驻村
工作队的同事们四处寻找，花了整整
两天时间，终于在附近的岚天乡三河
村发现了其身影。

“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得人管我。
万万想不到还有人惦记着我没得地方
住。感谢你们，感谢政府，房子修好
了，我一定回平溪村！”握着万昱缙的
手，老魏热泪盈眶。

目前，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委的
帮助下，老魏的新房正在修建中。
包括他在内，全村共10户住宅为危
房或无房的居民将在今年一圆自己
的“安居梦”。

发展有路富有望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
都要把产业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扶贫必先扶志。万昱缙和驻村工
作队积极组织贫困户和村民代表评选

“脱贫光荣户”“卫生示范户”“文明庭
院”等，并先后组织开展了社员、村民
代表、贫困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法
律法规、扶贫政策、思想素质教育的会
议20余场次。

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发展产
业的先决条件。万昱缙和驻村工作队
一起，协助平溪村村委狠抓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先
后硬化公路3公里，加宽公路5公里，
新修公路1公里，新修环山步2.5公里。

万昱缙在平溪村的扶贫工作也得
到了“娘家”城口移动的大力支持。在
走访中，万昱缙时刻不忘记录下村内通

讯和网络信号不好的地方，然后上报公
司，并积极向村民宣传最新、最实惠的
资费活动。同时，城口移动也对万昱缙
所反馈的情况给予高度重视，迅速解
决，为确保当地通讯网络通畅提供有力
支撑。截至目前，城口地区已建设4G
基站135个、2G基站119个，建设光缆
1100公里，建设宽带29691户。

在万昱缙和驻村工作队的全力帮
扶下，今年平溪村的产业实现长足发
展，筹资100万元改造的鱼塘、投入
100万元改建的5户民宿、斥资40万
元打造的山地鸡养殖基地将成为帮助
平溪村居民脱贫致富的“聚宝盆”。

“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完
成政府和公司交给我的任务，确保平
溪村如期实现脱贫攻坚，让平溪的老
百姓真实地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回首
一年的扶贫之路，万昱缙说。

张婷

万昱缙 在脱贫攻坚一线绽放青春光芒
重庆移动基层扶贫先进事迹系列报道之一

前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