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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高新区

在中梁山山脉和缙云
山山脉之间槽谷地带游走
着一条河——梁滩河，发源
于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廖
家沟水库，河道全长88公
里，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公
里，是嘉陵江下游右岸的一
条主要支流。在城市化、工
业化进程中，这条河流逐渐
被侵占、污染，成为全市污
染情况最复杂、治理难度最
大的次级河流之一。

如今，梁滩河正在悄然
改变，逐渐变得清澈。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始
终将高新区发展与“既要青
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
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合，坚
持标本兼治，加快推进梁滩
河主河道和支流截污管网
建设，逐步完成雨污分流和
污水处理站改造升级。

今年 10月底，随着白
新、太慈两条支流污水管网
建设完工，意味着梁滩河主
河道23公里截污主干管和
14条支流共30公里二级截
污干管将全部完成，梁滩河
白含流域污水管网体系得
以逐步健全。

污染治理绝非一日之
功。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
聚焦流域水污染治理，在保
持近期水污染治理成果的
基础上，以梁滩河及沿线30
余个湖库为依托，结合白鹭
自然保护区和科学公园建
设，有序开展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治理、水环境治理
和水生态修复等各方面的
工作，打造重庆高新区绿色
生态长廊，力争早日实现

“漠漠水田飞白鹭，幽幽绿
水翔底鱼”的美好环境。

立高质量发展标杆 书新时代奋进篇章

重庆高新区全力建设科学城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庆人民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国家高新区始终站在潮头，为我国经济、

科技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为经济发展贡献出了一份力量。重庆高新区作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9月23日，在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市政府作了关于重庆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情况的报告。报告披露了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高新区以西部槽谷地带为核心载体，实行“一

区多园”模式，形成规划统一有序、管理高效便捷、资源有效整合的格局，为高标准规划建设重庆科学城奠定坚实基础，努力打造全市创新驱动发展引擎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大幕徐徐拉开，这是高新大地又一个春天的故事。东方风来，西部槽谷地带春潮涌动，再次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
键在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两山、两江之间”的重
庆西部槽谷地带即是科学
城，未来科学城将会有哪些
产业布局？

其实，从今年智博会上
就可以初见端倪——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上，重庆高新区有多个
企业携带“黑科技”参展，展示
在发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推
广智能化应用上的良好发展
势头，也收获了许多亮眼成
果，洽谈达成项目19个，涉及
投资金额约261亿元，未来产
能将达1300亿元。

从具体签约项目上，可
以看出科学城产业布局迈出
了坚定的步伐。“独角兽”企
业明略科技集团与重庆高新
区在智博会上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在重庆高新区建设
西南区域总部、智能制造全
球业务总部，打造“智能＋高
新国际示范区”。

智博会上，华为也将鲲鹏
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选址
在了科学城西永板块，助力重

庆建设中国计算产业高地。
今年7月，智能物联网

界“独角兽”特斯联也与重庆
高新区达成合作，将在重庆
科学城携手打造重庆光大新
科技城，这也是特斯联目前
在重庆布局的最大项目。未
来，光大新科技城将形成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智
能制造企业和相关应用产业
创新集群，为重庆科学城智
能升级、动能转换、科技创新
树立模式典范……随着这些
高科技企业的落户，重庆科
学城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凸显
出明显的集聚效应。

新动能不断生长拔节，

智能制造补链成群，这是重
庆高新区通过项目招引产生
产业集聚效应、打造产业创
新集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生动案例。

为做好“高”和“新”两篇
文章，努力建成全市新的经济
增长极，未来，高新区将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聚焦5G应用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抗体疫苗、生
物治疗等生物医药，石墨烯新
材料、增材制造等智能制造，
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高技术
服务业，培育发展有前瞻性、
有竞争力、跨界融合的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创新，是推进重庆高新
区高水准建设科学城不可
或缺的加速器。

2019 年 5月 22 日，第
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暨
第五届重庆“高新杯”众创
大赛启动。步入第五个年
头的“高新杯”，已经成为我
市创新创业赛事的一块“金
字招牌”，而赛事举办地
——重庆科学城，其优良的
创新创业环境已然成为诸
多科技企业选择落户的重
要因素。

5年来，重庆“高新杯”
众创大赛建立了参赛辅导、
创业培训、资源对接、项目
落地、政策帮扶和创新精神
激励六大众创众扶赋能体
系，共吸引3210个企业和
团队报名参赛，204个项目
荣获重庆赛区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118个项目推
荐进入全国总决赛，35个项
目在总决赛中获奖，助力大
赛项目获得各级大赛奖金、
政策补贴及投融资超 5亿
元。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

自从2016年重庆高新
区获批全国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以来，重
庆高新区加大产业扶持投
入，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各
项产业扶持资金 11.38 亿
元。

8月，育成公司如期收
到重庆金积英科技有限公
司、重庆微客巴巴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共
计63.1万元种子基金公益
参股、免息贷款还款。

重庆高新区种子基金
由重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创新服务中心共
同出资5000万元成立，委
托重庆育成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通过股权投资的
方式，能有效缓解科技型企
业在初创期的资金紧缺问
题，为企业雪中送炭。

重庆臻远电气有限公
司就是在种子基金的帮助
下，研发出各项指标均超过

国外同行的新产品，并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还在重
庆OTC科创板成功挂牌。

除了种子基金外，近年
来重庆高新区陆续以助保
贷、银政通、种子基金、知识
价值信用贷等50余种科技
金融创新产品来帮助科技型
企业发展，给企业“松绑”。
目前重庆高新区已初步建立
起科技金融体系，为重庆高
新区60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
供更为完善的科技金融服
务。

创新的第一动力在澎
湃，人才的动力在蓄积，体
制的活力在拓展——目前，
重庆高新区拥有的高新技
术企业及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等市级
及以上研发平台数量均位
于全市前列；全市获评国家
A类等级的孵化器均在高
新区。

重庆高新人意识到，唯
有在创新发展征程上汇聚
起磅礴力量，迈过科技创新
的“关键坎”，方能书写决胜
未来的新奇迹。

让企业实实在在、心
无旁骛地创新创业、搞经
营，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背景下，一场深刻的“放管
服”改革在高新大地激荡，
彰显变革的力量。

自从诞生开始，重庆
高新区就将改革融入发
展基因中，以改革为契
机，以创新为引领，全面
深化“放管服”改革，当好
了企业的服务员，发扬

“说了算、定了干、干必
成”的诚信务实作风，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市场
主体和人民群众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全面激
发全社会的双创活力，幸
福感和获得感已浸润企
业发展和群众生活。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自重庆高新区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来，围绕高
新区发展升级、建设科学
城，针对高质量产业、高品
质环境、高水平服务等方
面，重庆高新区深入企业、

园区、基层调研200余次，
完成调研报告56份，切实
摸清底数“查短板”、聚焦
问题“挖根源”、对标管理

“找差距”，破解发展难点、
体制障碍、创新短板等问
题，带着真诚来，奔着问题
去，迎着困难上，为企业排
忧解难。

重庆高新区在走访调
研中了解到，多家园区企
业反映招聘人才困难等问
题。对此，重庆高新区迅
速安排相关单位积极对接
各大高校，帮助企业引进

高技术人才应届毕业生，
同时用好用足高新区各项
人才支持政策，进一步降
低企业引才成本，提升企
业引才竞争力。

“重庆高新区从落户
到办理工商注册、办公场
地对接、提供创业种子基
金、投融资对接、产业工业
设计、市场渠道拓展、员工
招聘等方面，为我们提供
了全方位的孵化培育服
务。”辖区一家企业负责人
说。

这只是重庆高新区

“切实服务企业，营造‘近
者悦、远者来’营商环境”
的精彩缩影。

重庆高新区充分发挥
“大部制”“扁平化”“小政
府、大服务”运行管理模式
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开展

“证照分离”试点，在重庆
市首批落实“三十一证合
一”改革，统筹推进“多证
合一”，率先开展建设行业
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试
点。

全面推行“最多跑一
次”改革，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

推进信用监管，建立
诚信“红黑名单”，并全面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打
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下好简政放权“先手
棋”，重庆高新区用实际行
动宣示了在新时代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
心。这让双创活力竞相迸
发，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
般喷涌出来。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
加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力
度，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
平，持续织密路网。

目前，中梁山隧道扩
容改造等多个重点项目已
建成投用；快速路一纵线
（高新区段）、含谷立交等
项目在加快建设中。

快速一纵线是西部槽
谷地带连接长江与嘉陵江
的南北向快速通道，主要
路段规划为双向 12 车
道。北至北碚，经回龙
坝、土主、含谷、白市驿、
石板、西彭接江津，全长

约66公里，分别跨越北碚
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
江津区等行政区。9月26
日，青龙咀立交至驿云路
段通车，截至目前，向北
至沙坪坝方向、向西至绕
城高速方向已实现通车，
待全线建成完工之后，整
个西部槽谷地带将南北贯
通，北碚到江津一路直
达。

重庆科学城地处两山
两江（中梁山、缙云山和长
江、嘉陵江）之间的槽谷地
带，隧道的修建对打通向
西通道，进一步完善路网

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目前中梁山隧道和华
岩隧道已经通车，大学城
复线隧道、白市驿隧道、金
凤隧道等工程即将陆续开
工。

此外，轨道交通也是
重要出行方式之一，在重
庆规划的“22线1环”网线
布局当中，轨道交通7号
线、15号线等多条线路都
将贯穿西部槽谷地带。

重庆高新区正持续推
进路网建设，助力科学城
打造立体交通网，引领西
部片区发展。

科学城产业布局迈开步伐
“独角兽”企业纷至沓来

厚植双创土壤
让双创之花精彩绽放

营造“近者悦、远者来”营商环境
让双创活力竞相迸发

互联互通
打造立体交通路网

扮靓梁滩河
打造风景线

围绕四个方向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重庆高新区自1991年
设立以来，从石桥铺片区2
平方公里起步，历经向北发
展、向西扩张，逐步拓展至
74.3平方公里，建设发展取
得了较大成绩。但近年来，
重庆高新区发展空间不足、
运行机制不活、政策环境不
优等制约发展的问题逐步
显现。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
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
求，按照市委要求，市政府立
足充分赋权、充分优化、充分
激励，持续释放重庆高新区
体制机制活力，增强重庆高
新区引领开放、推动发展的
动力和能力，对重庆高新区
实行体制机制改革。

具体而言，改革目标包
含四个方面：一是体制机制
优化。推行“小政府、大服
务”，实现组织架构精简高

效。二是管理效能提升。充
分授予市、区两级经济管理
权限，实现“高新区的事在高
新区办”。三是要素资源汇
聚。促进资金、土地、人力、
能源等要素资源进一步优化
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
高产业层级。四是营商环境
改善。优化办事流程，推行
告知承诺制、“互联网+政务
服务”、监管执法一体化等措
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

重庆高新区将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优化提升科学
城规划，知责履责、砥砺前
行，努力推动重庆科学城高
品质建设。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高”和“新”两篇文
章，努力把重庆科学城建设
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和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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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学城重要通道—银昆高速 重庆科学城寨山坪生态公园

重庆科学城郁金香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