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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变重庆之变··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为 重 庆 高 质 量 发 展 积 蓄 动 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

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

总量迅速扩大，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工业

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力地支撑

了全市国民经济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重庆通过深入实施“工业强市”

战略，推动工业在转型升级中

多元发展，构建起汽车、电子产

业双轮驱动，其他支柱产业多

点发展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

当前，重庆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大数据智能

化创新为引领，为加快建设“智

造重镇”和“智慧名城”蓄积新

动能、创造新优势。重庆正向

着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在刚刚闭幕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上，重庆提出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
城”。

世界500强企业，国内知名科技公司之一的阿
里巴巴集团，已连续两届参加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在2019智博会上，阿里巴巴与渝中区、乌巢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将在该区落户阿里数
字经济产业园……一系列举动透露出，重庆正成为
阿里巴巴智能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目的地。

正如阿里董事局前主席马云所言，“重庆的机
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

2018年3月，《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发布。在行动计划引领下，一批本土智能企业如中
科云从、海云数据等快速崛起，不断跻身国内“第一
阵营”。与此同时，重庆本地还迅速形成一批各具
特色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平台，如两江新区数字经
济产业园、渝北仙桃数据谷、南岸中国智谷、渝中区
块链产业创新基地等。

接下来，重庆还将深化与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华为等智能企业合作，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智能超算、软件服务、物联网、汽车电子、
智能机器人、智能硬件、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装
备和数字内容等12个智能产业，规划建设数字经
济产业园和一批智能园区、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
间，推动智能技术转化应用和产品创新，培育出有
竞争力的智能产业集群。

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表示，当前重庆智能产业
企业超过3000家，智能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形成。
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
庆全市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
名城”的良好氛围。无论是政府在谋划产业发展还
是民生改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在确定科研方向
还是人才培养，企业在实施新项目投资还是旧产能
改造，都共同聚焦智能化这一主题，智能化发展已
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以加快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为新契
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正逢时。

加快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

在江北北滨路上，位于嘉华大桥与在建的
红岩村大桥之间，有几栋老厂房和几根老旧烟
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这里曾是国营江陵机器厂厂区。1983年，我从
部队转业进入这家工厂，当了一名木工。

当时国营企业对职工的工作业绩不计件
也不计时。同样是做一个木器，别人认为只要
做好交差就够了，但我总会想方设法做得精致
一点、准确一点、美观一点。

1984年，江陵机器厂“军转民”，开始装配
和生产汽车发动机。我和其他几位木工、漆
工、钳工同事一道，转岗做起了发动机装调工
作。

微车，是上世纪 80 年代重庆工业经济提

档升级的标志性产品之一。当时，厂里把从日
本进口的发动机整套散件打开后，由翻译人员
对照说明书，将那一大堆叫不上名字的零件一
个个翻译出来。然后我反复看、反复记，最终
像背书一般将零部件准确地刻入脑海。

1984年，第一批微车出厂，标志着我国汽
车微车时代开始。而这批车搭载的，正是由我
和同事们纯手工装配的发动机。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汽车产业工人，
我深知中国汽车产业每一点进步都来之不易，
中国人要造成自己的汽车，首先要逐步实现零
部件的国产化。记得最早前，我发挥在木工方
面的特长，用木头、纸板，甚至是竹片辅助车间
进行零部件生产。

1994 年，长安与江陵两家企业合并。此
时，长安汽车加快了从生产微车到合资品牌
轿车，再到自主品牌轿车的跨越。我在见证
企业跨越式发展每一步的同时，也深感时代
的紧迫压力，对我来说都是挑战，必须不断磨
砺技术。

经过日积月累，我逐渐练就了一手“硬功
夫”，比如能从发动机尾气中“闻”出不同气味，
从而发现发动机运转时不同工况下的异常情
况，而且一台工作中的发动机只要产生异响，
通过声音辨别我大致就能知晓其中的毛病并

“对症下药”。
在长安汽车公司从业至今，我最自豪的，

是攻克了G系列气门调整螺钉。2003年，我发

现厂里生产的发动机气门调整螺钉合格率偏
低，于是找到日本工具公司，但对方提出要将
相关部件资料运回日本开发，并且不保证解决
问题，还需支付昂贵的维修费用。

当时我就想，没有外国技术，难道我们
自己就干不成吗？于是我和同事们夜以继
日研究、画图、试验、修改，方案多次推翻重
来。最终，一个又快又能保证质量的螺钉
专用工具研制成功，投入使用后让生产效
率大大提高。

如今，在具备过硬技术作为保障的前提
下，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需要推动高质量
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长安汽车由做小型
低端车进入市场，在 21 世纪初转型生产乘用
车，当新科技革命来临，企业要从传统汽车产
品向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转型，从传统汽车企
业向科技服务型出行解决方案企业转型。当
前科技发展为传统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机会，而伴随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要求，汽车产业
工人也要与时俱进，共同进步。

与 企 业 共 同 进 步
讲述人：长安汽车公司发动机维修工张永忠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工业在摸索中奋起，先
后经历了稳健基础、重构体系、变革转型和调整结
构全面发展这四个发展阶段。”市统计局负责人表
示，经历了不同阶段历练，重庆工业实现了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腾飞。

1949年-1964年，是重庆工业百废待兴、稳
步崛起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当年，重庆共有工业
企业约2000家。在“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加
大对重庆投资力度，组建了重庆电器、重庆仪表
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至1964年底，重庆工业企
业数量达到 4700 家，形成以机床工具、仪器仪
表、汽车配件等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国内重
要工业基地。

1965年-1979年，是重庆工业在“三线”建设
中快速壮大的阶段。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向
重庆迁移了200多个工业转移项目，包括西南铝、
西南合成制药等大型企业都在此期间落户来渝。
重庆成为全国重要的兵器、民用机械、医药、化工
等生产基地，形成了重型工业结构特征明显的工业
体系。

1980年-1996年，是重庆工业乘改革开放之
势进行深度变革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重庆工业不断变革，80年代
初，重庆成为首批全国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
市，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同时军工企业首开全
国“军转民”先河，如嘉陵、建设摩托和长安汽车等
企业走向市场化得到快速发展，全市主要工业品产
量大幅增加。

1997年-2018年，重庆工业进入以直辖利好
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阶段。在这一阶段，重
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5.4%，其中
1997年-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这一时
期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6.4%；2000年-2011
年，随着西部大开发、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实施深
化，全市工业迎来发展黄金期，期间工业增加值平
均增速提高到20.7%；2012年-2018年，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及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重庆
工业领域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全市
工业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期间工业增加值平均
增长10.4%。

四个阶段特征 见证重庆产业崛起

自2011年起，由于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错配、
折旧成本和财务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人才流失
严重、钢铁市场持续低迷等原因，重庆钢铁有限公
司陷入困境。

2017年底，重庆钢铁完成司法重整，从产品结
构、产线配置、工艺流程、成本控制等供给侧端口重
塑企业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解决了此前企业存在
的质量、效率和动力问题。

2018年，重钢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当年度
企业共销售钢材 604.64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26.39 亿元，同比增长 71.03%，实现利润总额
17.59亿元，同比增长449.93%，企业生产经营步入
良性循环，重庆钢铁也由此成为了我市工业领域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
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
领域、创新领域，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此，在2018年，重庆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供给，为优质产能腾挪发展空
间——这一年，重庆商投集团实施重组整合，分类
处置近100亿元有息负债；重庆粮食集团通过市场

化重组逐步化解208亿元债务；重庆能源集团组建
渝新能源公司，对优质煤电资产进行重组整合等。

在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重庆还切实增加有效
供给，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8年初，紫光集团和华芯投资在渝共同成
立国芯集成电路公司；随即华润微电子在渝设立国
家级功率半导体研发中心，重庆万国半导体12英
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项目进入试生
产；当年末，全球顶级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将其编程
芯片创新中心落户重庆……

在这些重大项目支撑下，重庆已初步打通
“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配套”
集成电路产业链，形成“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及系
统集成—运维服务”物联网发展格局，构建起“研
发—测试—制造—集成—服务”智能产业体系。

来自市经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市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实现产值4415亿元，同比
增长17.8%。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节能环保等10个产业
均实现增长。

破除无效供给 为新兴产业腾挪空间

“有了机器人，现在我一个人能干以前四五个
人的活。”在重庆红江船用柴油机核心部件数字化
生产车间，张正道如是说。

作为技术工人，在红江机械从业20年的张正
道，已适应了从手拿焊枪、扳手到操作机器人的转
变。

与张正道一样，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生产线
机加工组组长全虹宇，每天只需操作生产实时监控系
统，点击“柔性线生产加工计划”，选取“零件”“工序”
等指令，就可完成生产任务命令下达。

作为西部工业重镇，重庆制造业门类齐全，覆
盖了机械、电子、汽车、装备、化工、冶金等产业。近
年来，在国家系列重大战略和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重庆着眼本地资源，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步伐。

比如全市汽车工业“领头羊”长安汽车，很早就

在汽车制造智能化、新能源化领域发力。
继发布新能源战略“香格里拉计划”后，2018

年8月，长安汽车又发布全面向智能化转型的“北
斗天枢计划”，提出到2020年将不再生产非网联新
车，到2025年实现100%语音控制，L4级智能驾驶
产品上市。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与产业发展融合，不断推
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已有
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从人工制造迈向智能制造。

据统计，自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实施智能化
改造项目825个，其中2019上半年实施622个，带
动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0%。在实施智能化改
造的试点市级示范项目中，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68.7%，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8.6%，运营成本平
均降低20.8%，单位生产能耗平均降低17.2%。

植入智能因子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步伐

本版数据由市统计局、市经信委提供 本版稿件由记者郭晓静、夏元采写

数 说 重 庆 工 业

位于万盛经开区平山产业园区的福耀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机器人正在紧张生产。近年来，万盛积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全力培育新型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智慧制造
四大主导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报资料照片） 特约摄影 曹永龙 通讯员 娄亚梅 摄

在重钢长寿厂区，自动化生产线正全
力运行。 记者 罗斌 摄

在礼嘉智慧体验园 5G 馆，体验者通
过5G网络感受VR网球应用。

记者 张锦辉 摄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英特尔 FPGA 中
国创新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些
FPGA技术的应用。 记者 齐岚森 摄

制图/张辉

2018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20690.04 亿元，是 1949 年工业总产值

6.04亿元的3425.5倍；2018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6536家，而1949年全市无一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2000家乡及乡以

上的工业企业。

重庆工业经济总量实现第一个百亿元用了

30年，从百亿到千亿用了23年，从千亿到万

亿用了10年，突破2万亿只用了4年。

1949 年重庆工业占地区经济的比重为

18%，经过“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特别

是直辖以来新型工业化和重化工业增长周期的
带动，重庆工业化水平稳步提升，2018年全市

工业占地区经济比重为29.5%，比新中国成

立初期提高了11.5个百分点。

1949年，重庆钢材、水泥和卷烟产量分别

只有0.61万吨、0.53万吨和8.9亿支，发

电量仅1.2亿千瓦时；到“三线”建设末期，重

庆基本建成覆盖交通设备、石化、仪器、机床和
矿山设备及标准件的工业格局，铝材、汽车、化
学药品等部分主要工业产品实现零的突破，钢

材与水泥产量分别为 1949 年的 82 倍和

181倍；直辖后，随着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逐步

提高，全市重点工业品产量大幅增长，到2018
年，全市发电量、钢材产量和水泥产量分别是

1949年的692.1倍、1947倍和12410.5
倍；2018年，全市汽车、微型计算机和手机产

量分别为205.04万辆、7074.08万台、

18868.17 万 台 ，分 别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7.3%、23%、10.5%，同时新能源汽车

产 量 达 到 2.43 万 辆 ，光 缆 产 量 达 到

135.64万芯千米，锂离子电池产量达到

3.63 亿 只 ，印 制 电 路 板 产 量 达 到

740.37万平方米，工业机器人产量达

到2917套。

为适应“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
造化”融合发展趋势，重庆大力实施
以智能化改造为重点的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2018年以来，累计实

施智能化改造项目825个，推

动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68.7%，产品不良品率平

均降低38.6%，运营成

本平均降低20.8%，

单位生产能耗平均降

低17.2%。

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重
庆不断加快完

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截至2018年，全市规模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增长13.9%，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

1.48%。

以永久落址重庆的智博会为平台，重庆
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先后在2018
年、2019年连续举办2届智博会，为发展大
数据智能化搭建了交流思想、分享经验、
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重庆巩固提升“芯屏器核网”全产
业链智能产业集群，截至2019上
半年，全市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3.9倍，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长2倍，“芯片设计—晶圆

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
配套”集成电路产业链进
一步完善，“光学材料
—玻璃基板—液晶面
板—显示模组”新型
显示产业链进一
步壮大，“整机+
配 套 ”及“ 生
产+检测+供
应链服务”
智能终端
产 业 体
系基本
形成。

0.16
（万辆）

0.09
（亿立方米）

图 说 重 庆 工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