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重庆走向世界，主要的出发点在渝
北；从世界进入重庆，落地的第一步在渝北。

渝北，已是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
“门户”。

而这“门户”必然得在开放平台、开放通
道、开放程度上领先。

目前，渝北在开放平台上，在重庆的区
县中已经先行一步。

2008年，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以下
简称重庆保税港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这一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是
全国第一家“水港+空港”一区双核、内陆型
唯一的保税港区，也是全国进行贸易多元化
试点的两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之一。

在渝北两路的重庆保税港区空港功能
区，无缝对接了国内首批规划建设的4条跑
道、内陆最大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并发挥了
保税加工、物流等功能，吸引高端电子信息产
业落户，并为宏碁、华硕等知名电脑品牌商及
其ODM企业量身打造了电子信息产业生产
基地；同时，依托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打造现代
商贸物流园、航空物流和临空物流产业园，已
吸引菜鸟网络、嘉民、安博、普洛斯、日本三菱
商事等国内外物流企业入驻。

重庆自贸试验区渝北板块（以下简称渝
北自贸板块）是渝北的又一个开放平台。这
一平台实施面积达9.92平方公里，重点发展
国际物流聚集区、临空产业集聚区、国际商
务集聚区、大数据应用区四大产业板块。

渝北在这一开放平台上，已进行了众多
的改革试点。截至2019年6月底，重庆自贸
区总体方案151项改革试点任务中涉及到渝
北的91项，已实施82项，主要在构建技术研
发、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等公共服务平台、推
广大数据应用、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落实了重庆自贸试验区创新举
措111条，其重点试验是一本报告管全域、产
业聚集区自主管理、国际贸易公共服务平台、
金融融资便利化等改革事项。

目前，这一开放平台已在扩大开放中取
得了成果。2018年，渝北自贸板块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4.1亿美元；建成投用了临
空国际贸易示范园；推动东方嘉盛与临空投
公司合资组建渝非欧供应链管理公司，为笔
电、汽摩、手机等工业提供外贸综合融资服
务；设立渝北对外贸易企业协会，搭建起外
贸企业中介机构服务平台；金融开放取得了
实效。出台了《重庆自贸区渝北板块金融创
新工作实施方案》，设立自贸区支行或自贸
服务窗口，集中办理自贸区金融业务。截至
目前，自贸区渝北板块内的金融机构已达到
39家。到今年上半年止，渝北自贸板块已登
记注册企业7096户，注册资本金达到310
亿元，已引进中新合作重点项目9个。

在产业开放平台建设上，渝北已有前沿
科技城、空港工业园区、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空港新城等5个。这些平台已承载起了渝
北开放产业发展。

在开放通道上，渝北除有江北国际机场
这一已基本构建起重庆至欧洲、北
美、中亚、东南亚、非洲等较为完
善的货运航线网络的先天优
势外，还联手机场、保税
港区，构建起临空现代
物流全产业链。

在开放程度上，
渝北已集聚起一
大批开放型经济
的市场主体。
目前，渝北已有
外 贸 型 企 业
600余家，进出
口总额已占全
市的30%。外
资企业总数已
达700家，实际
利用外资已占全
市的22%。

渝北，已发挥
出了重庆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门户”的作用，
展现出了重庆内陆开放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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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渝北全区的工业总产值仅有
5745万元，在当时重庆市的区县中，被称为

‘江老幺’。”渝北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到
201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已超过2700亿元，
是1980年的4700倍、年均增长约25%，从业
人数达到约20万人，工业经济总量已连续14
年位居全市第一。

这位负责人介绍，几十年来，渝北通过对
外开放、招商引资，已引进建起一大批新兴工
业企业。2002年以来，长安福特、长安汽车渝
北制造厂相继投产；2011年，保税港区笔记本
代工企业投产；2014年，龙兴工业园部分项目
投产；2016年以来，先后引进了OPPO、传音、
中光电等智能终端项目。目前，全区已形成以

汽车、电子为主，涵盖装备、消费品、大数据智
能化等行业的新兴工业产业体系。

在对外开放中，渝北引进了一大批科技型
企业和项目，使高技术产业占了工业经济的主
体。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在主营收入的占比已
达33.2%，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的占比达35%
左右，均在全市位居前列。全区的科技型企业
已达到1036家，占了全市的10.74%。其中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339家，在全市居
第一。

制造业也在向智能制造转型。渝北的汽
车整车产量规模约占全市50%。在提升先进
汽车制造技术和产品中，渝北的新能源整车产
量已突破万辆，长安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居国内

领先地位；制造业的先进装备促进了产业升
级，已先后引进奥发斯工业机器人、上海创志
机器人等机器人研发生产项目，元创自动化、
摩西机器人等企业已为渝北打造智能制造基
地提供本土化服务。

目前，渝北的智能终端、大数据软件等
新兴产业已成为全区工业发展的支撑力
量。在前沿科技城里，已集聚起OPPO、中
光电、传音、深科技等知名品牌手机、关键零
部件及代工企业，电子产业的产值突破千亿
元；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已集聚起阿普
格雷、西南芯超、金创谷、物奇科技、钜芯、协
同创新光电、线易科技等800多家 IC设计、
生物科技等企业。

撤县建区之前的渝北，其商品流通
基本上是停留在“乡场流通”方式上。

今年，渝北启动了一项新的对外开
放大行动——建设千亿级现代消费走
廊。“这是在原有的消费经济基础上进行
升级。”渝北区商务委员会负责人说。

随着渝北对外开放的升级、临空经
济的发展，渝北城区的消费需求也在不
断地升级，从最早的吃穿住消费升级到
现在的文化消费、智能化消费，由此使渝
北开始形成一座临空消费大城区。

消费的基础是人流，在对外开放的
城市扩展中，渝北已集聚起了100多万名
城市居住人口，并形成了一个拥有较高
档消费能力的群体。加上江北国际机场
每年数千万的人流，使渝北有了建设消
费大城区的市场需求基础。而强大的需
求群体，不仅增强了渝北的消费能力，更
是提高了消费的档次。

今年6月，渝北区委作出一个重大决
策——建设千亿级现代消费走廊，形成
千亿级的消费产业。

在通往机场的两条高速路中间，目
前已经集聚起一个非常大的消费群体。
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和以大数据软件、
智能制造业奠定的消费和物流基础，催
生出新的、融入智能的消费产业。在这
一走廊内，足以形成一个上千亿的现代
消费产业。

如今，在这一条走廊上，渝北已开始
加快消费载体的建设，引领新的消费时
尚。

渝北千亿级现代消费走廊的建设，
重点是用载体来引领消费升级。目前，
在这消费走廊中，正在快速推进九大重
点载体的建设。

目前，作为千亿级现代消费走廊的
重点载体之一的西南国际汽贸城，玛莎
拉蒂、宾利、雷克萨斯等高档车已经进入
销售，并已开始引领消费升级。

通过引导，西南国际汽贸城已从单
一的汽车销售向以汽车贸易和汽车服务
为核心，形成集交易展示、配套服务、汽
修养护、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汽车商贸
生态圈，打造成西南地区首个全能型全
产业链汽车城。

渝北临空贸易产业园，是一个以进
出口消费为主的消费载体。在这个产业
园内，目前进入的项目主要是食品、母婴
用品、化妆品、汽车零部件等外贸进出口
产品。消费群体也主要是高中端消费群
体。

居然之家智能家居小镇，是渝北正在
打造的一个智慧生活高品质服务消费平
台。在这“小镇”内，建筑体量将达到53万
平方米，引入的智慧生活消费店将包括家
居旗舰店、家居卖场、装修设计等。

渝北正在建设的时装小镇，则是引
领时尚消费的平台。在这个“小镇”里，
主要是文创设计、信息发布、服饰博览、
时尚生活、休闲娱乐等消费。

国盛IEC也是渝北的一个重要消费
平台。在这里，建起了20万平方米的经
营房屋。在这一载体里，主要是数字文
化及相关的配套服务消费。

在渝北这一消费大城区内，围绕江
北国际机场、国博中心等带来的巨大人
流，还形成了两路片区、三龙片区、国博
片区等多个中高端酒店（宾馆）集聚区，
集聚起了华辰、银鑫世纪、阿兴记、厨界
等四钻级以上的酒家和四叶级以上的绿
色饭店。

1995年撤县建区时，渝北全区的地区
生产总值仅有28.67亿元，在当时重庆市
的区县中，倒数第一。到了2018年，已上
升到1543.09亿元，在全市的区县中位居
第一。

开放，不仅从规模上把渝北推到重庆
区县中的第一位，更可喜的是，通过大量人
才的涌入，高科技项目、高效益产业的进
入，已开始把渝北经济引向高质量发展。

近两年来，渝北的新兴产业得到快速
发展。如智能终端产业已成为全区工业
发展的支撑力量；围绕江北国际机场的航
空产业园，已在快速启动建设；阿普格雷、
西南芯超、金创谷等一批生命健康企业入
驻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在生物科技产业
上，润泽医药申报专利 2418 件，获批
1430件，居全国医药行业、全市民营企业
前列，并建成西部地区第一面专利墙；仙

桃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园揭牌，集聚了
ARM、高通等知名半导体厂商，以及物奇
科技、钜芯、协同创新光电、线易科技等
IC设计企业，为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圈奠定了基础。

渝北的一批企业也主动转型创新发
展。长安汽车渝北工厂喷涂、焊接车间基本
实现全自动生产，中光电、再升科技、爱尔铃
克铃尔通过市级数字化车间认定，驰骋汽车
部件、天海雪城、南方英特等汽车配套企业
通过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提升、天箭惯
导的高技术惯导产品进入民参军领域，新世
杰电气、智得热工等企业在网络远程产品运
维领域实现“专精特新”发展。

开放，给渝北带来了5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的发展基础。目前，渝北正在快速推
进以前沿科技城、空港工业园为主要承载
地的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在仙桃国

际大数据谷及“三
龙”地区，打造千亿
级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集群；在江
北国际机场和
保税港区，打造
千亿级航空物
流园。在龙湖
天街、中粮大
悦城、新城吾悦
广场、合景泰富
悠方等商业综合
体和航空金融总
部以及在建的两
江国际商务中心，打
造千亿级商圈；在创新
经济走廊内，打造千亿
级现代消费走廊。

极具活力的新兴工业大区

人才“蛮荒之地”成为人才高地

“乡场流通”转变为临空消费大城

经济总量从“倒数第一”到全市第一

“封闭小城”变为开放的门户

重庆西南国际汽贸城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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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创达智能座舱中科创达智能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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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渝北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金山科技胶囊式内窥镜系统

1995年渝北建区之初，全区要找出几名
高层次人才可不容易。如今，大批人才齐聚
渝北，渝北已成为人才聚集聚汇的“高地”。

2017年4月，渝北区聚焦全区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才聚才，
采取“专家评审、现场评定、各方监督、全程纪
实”的方式，组织召开首批“临空海外英才”评
审会，评选出首批11名“临空海外英才”。

2018年7月，渝北区“临空英才”发布会在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举行。重庆线易电子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伍荣翔等71名海内外创
新创业人才成功获评渝北区第二批“临空海外
英才”和首批“临空创新人才”。12月21日，开

展了第三批“临空海外英才”和第二批“临空创
新人才”评审会，又有3名“临空海外英才”、66
名“临空创新人才”通过专家评审。

“人才已成为渝北对外开放的亮点。”渝北
区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开放，已使昔日的人
才‘蛮荒之地’变成了人才高地。”

近年来，渝北区不断探索建立有利于海内
外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人才评
价激励服务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
创业活力，切实筑牢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石。
2016年，推出一项人才集聚工程——“临空海
外英才计划”，计划用5年时间，围绕临空都市
区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全球引进

1000名左右具备良好专业素养和丰富海外工
作经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熟悉国际市场运
作的海外人才及其团队；随后又推出了“临空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人才引进、培育办法，针
对渝北相对沿海发达地区，人才吸引力较弱、
人才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引才成本较高的实
际，创新激励机制，推出项目资助、股权激励、
人才补贴等12条激励支持政策，计划5年内投
入2.5亿元资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被评为渝北区首批临空创新A类人才的
重庆智脉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沛宇，曾在
日本求学、就职。在渝北这有利于人才成长和
发挥才干的环境下，他与自己的研发团队一
起，正在进一步完善其研发的“指静脉生物识
别技术”。这项成果是通过指静脉生物识别技
术来做支付和身份认证，不再需要现金、支付
宝、微信钱包或者身份证，一伸手就可以付款，
一伸手就知道你是谁。

“渝北区有完善的人才政策和人才服务，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也有成熟的配套政
策，我有信心在渝北这块开放热土上显身手。”
方沛宇说，他可分3年领取100万元人才补
贴，他所在的公司还获得了20万元引才奖励，
并可申请最高500万元的项目资金。

渝北紧扣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目标，
以实施渝北区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行动计划
为主线，以构建全区“5+2”人才政策体系为抓
手，着力打造“临空经济人才高地”。目前已汇
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共计458人，建成汇聚
138名专家学者、成功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导师
库，拥有各类科研创新平台达418家。大批人
才涌入渝北，使渝北的创新能力迅速增强。

中光电中光电

1984年12月初，当时的江北县委、

县政府在两路镇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

县委书记严林松向新华社、重庆日报、

经济日报、四川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宣

布，江北将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热忱

欢迎省市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来县投资，

从而打开了这座“封闭小城”对外开放

的大门。

1992 年 11 月，当时的江北县在两

路小城举办经贸菊花艺术节，第一次以

文艺搭台、经贸唱戏，创新了招商引资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

1991 年 9 月 5 日，龙溪镇及国道

210线红双段沿线地区经市政府决定，

统一定名为重庆市“北部新城规划区”；

1998 年，渝北重庆市现代农业开发园

区启动；占地 850 余亩，总投入 56.6 亿

元的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

产15万辆新型轿车生产项目落户渝北

工业园区……渝北摆开了大开发、大开

放的战场。

“经过30多年的开发开放，如今的

渝北，已从一座‘封闭小城’成为重庆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门户’。”亲身参与

渝北开发开放全过程，至今还在渝北对

外开放第一线的渝北区一位领导感受

很深，“渝北的快速发展史，就是一部对

外开放史。”

7070年渝北开放历程年渝北开放历程

从从““封闭小城封闭小城””到重庆对外开放门户到重庆对外开放门户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