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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忠县

巨琪诺美药业是忠县2006年引
进的一家以生产中药饮片为特色的
药企。但前些年，由于市场环境的限
制以及企业发展能力的有限，企业一
直不温不火。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
发布以及忠县良好的政策、资金、用
地、税收等多方面的支持，曾小打小
闹的药企成为了当地药业产业发展

的巨头。
如今，巨琪诺美制药生产的丹益

片获评重庆市重大新产品、国家二级
中药保护品种。不仅如此，为做大做
强生物医药产业，忠县医药产业基地
项目去年初已启动建设，预计明年前
将完成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新增
25个原料药品种、工业产值50亿元、
税金3亿元，解决就业1000余人。

产业发展从弱到强，巨琪诺美药
业只是忠县四大产业集聚发展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忠县矿产资源储量丰
富，同时也是重庆市5个“国家农产品
主产县”之一，石灰石、岩盐、天然气、
柑橘、竹笋、粮油、甘薯等特色资源丰
富，勤劳智慧的忠县人，自当不会放
过大自然馈赠的宝贝。

以柑橘深加工为例，
忠县是重庆柑橘核心区、全
国柑橘示范区，柑橘产业如今
已形成了“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
汁再到榨干吃尽”的深度产业链，
其中风靡全国的派森百NFC橙汁更
是成为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特供饮
品。

现在，在忠县资源加工正成为当
地一张响亮的名片。目前已形成海螺
水泥、派森百橙汁、鲜果集橙汁、忠州
腐乳和忠味堂食品等企业为龙头的资
源加工业，仅去年资源加工产业完成
产值56.70亿元，同比增长8.0%，真正
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同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及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忠县结合大
数据智能化，推动装备制造业加快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同时，也培育出高
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为止，以水力发电成套设备
制造为基础，忠县基本形成以精密五
金、数控机床、电子信息等为配套的
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智能装备制

造业体系。
同时，通过产
业链上下游延
伸，电池隔膜、盖
帽、电池电芯制造
等锂电全产业链初见
成效。特瑞新能源、天
海电池材料、天辉能源科
技、新聚成能源科技等企
业产能已全面释放，忠县锂电材料及
上下游配套企业已达11家，新引进培
育同舟电子、极达鑫环境科技、宇豪
光学、欣业光光电等企业达20余家。

忠县 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招商引资做细做实 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陶世琼是忠县陶然忠州国宾酒店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16年12月，陶
然居餐饮集团总部决定在忠县成立分
店，当时恰逢“营改增”改革，这让她一
度担心增值税税负可能会上升，愁眉
紧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但去年2月，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中餐和火锅享受农产品核定扣除优惠
政策，增值税税负较之前大幅下降。
同时，税务部门机构改革后，现在只到
一个大厅即可办理所有涉税事项，办
税变得畅通便捷。“不仅送政策上门，
还有针对性地提供发票申领、网上申
报纳税、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办税事项

的辅导服务，真的很贴心。”陶世琼说。
事实上，作为民营企业家陶世琼

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经营主体。
近年来，忠县为构建高效、透明、公
正、健康的营商环境，不少市场主体
切实感受到发展企业的安心和放心，
都愿意将项目、资金投向忠县，扎根
忠县。

为吸引他们的加入，忠县也不仅
仅是嘴上说说而已，花大力气下真功
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
让百姓受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
和社会创造力，

以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例。
忠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清
理公布“三个清单”，制定项目审批和
企业备案“一张图”。取消行政审批
事项244项，调整和完善286个许可
事项要素，将市级编制法定时限
131.34天压缩至承诺时限61.52天，
并制作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二维
码，实现办理事项“一扫可查”或“一
点可办”。其中326个事项实现“只跑
一次”，201个事项实现“一次不跑”。

社会环境方面，忠县着力开展调

研服务活动，组建由县管领导带队的
31个集中走访组，深入155家企业宣
讲政策、摸清实情、解决困难。建立

“四上”企业困难问题直通车，县领导
及县级部门定点联系重点工业企业
项目和重大事项直通县委县政府制
度。同时建立起领导干部干事和企
业家容错机制，区别对待领导干部服
务企业和企业家改革创新犯错，切实
为领导干部干事和企业家发展免除
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民营经济
发展瓶颈，忠县通过加强“银企”对接
力度，解决企业的“融资难”；兑现产

业扶持政策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解
决企业的“负担重”；深化招商引资

“四个一”服务机制，解决企业“落地
难”；落实“创新驱动26条”解决企业
的“创新难”；开展“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活动，解
决企业的“人才缺”，真正做到了让企
业满意，让企业放心安心。

截至去年，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65.4
亿元，同比增长11.9%，占全县
经济的53.7%；新增民营市场
主 体 8447 户 ，累 计 达 到
47308户。

自去年以来，忠县新引进项目
315个，协议引资580亿元，到位资
金177亿元。其中投资30亿元级的
项目6个，投资10亿元级的项目17
个，上亿元项目60个。去年全县新
引进项目 219个，协议引资 380亿
元，到位资金 104 亿元，分别增长
23%、41%、73%，均创历史新高。其
中世界500强企业三一集团投资62
亿元建重庆三一绿色智能建筑产业
项目、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一的希
望集团投资15亿元建重庆数字产业
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润星科技投资
40亿元建高端装备制造园、鑫锐诚
投资25亿元建新型智能制造等一批
重大项目相继落地。

这一喜人数据背后，折射的是忠
县招商引资工作的务实和创新。

近年来，忠县县委、县政府牢固

树立“招商引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生
命线”意识，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不动摇，抢抓发展机遇，创新招商
模式，强化招商措施，优化招商环境，
力争把优质服务做细做实，为全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积新动能。

为改变过去招商吃“大锅饭”的
情况，忠县大刀阔斧改革招商体制机
制，改变原“全民招商”为“专业招商”
模式，把近100个招商单位减少到
21个主要经济部门和29个乡镇（街
道），新组建新能源、医药、智能制造、
电竞等11个专业招商组，形成了专
业招商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三
位一体、同台竞技”的招商新格局。

同时，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招
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县领导+
组长+组员”模式，县四大家相关领导
分别指导11个专业招商组，带头开展

招商活动。与过去不同的是，忠县更
加突出专业招商队伍建设，每年从乡
镇（街道）和县级部门中抽选优秀干
部，滚动充实到专业招商组。目前，
专业招商组累计为全县培养专业招
商干部88人，去年来专业招商组累计
引进项目53个，投资额169亿元。

体制机制的放活，相应的招商方
式、项目也要跟着转动，实现有所创
新。为广泛挖掘招商信息，忠县探索
出以情怀招商、产业链招商为基础，
实现与资源招商、以商招商高效融合
的招商方式，围绕新能源、医药、智能
装备、资源加工四大产业集群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开展精准招商。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要实现
从见一次面招商向有温度的情怀招
商转变，需要做好优化服务的乘法。”
忠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为抓好引

资企业的贴心服务，忠县探索出“一
个部门牵头跟踪、一张清单交接办
理、一个项目秘书服务、一月定期通
报考核”的“四个一”服务机制，同时
按照“谁引进，谁牵头，谁跟踪服务到
底”的原则，实行1+1项目秘书全程
免费代办服务，力争做到让企业满
意，让项目落地。建立落实在谈一
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四个一批”项目推动机制，促进三一
绿色智能建筑产业、重庆数字产业职
业技术学院等30个重点项目开工建
设，极达专用空调、日产50万支锂离
子电池等56个项目建成投产。

为化解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具体困难，忠县坚持问题导向
原则，组建重大招商项目建设
指挥部，组织召开招商项目
协调会、推进会、攻坚会，定

期走访入园企业，在项目
备案核准、环评审批、消防
许可、施工许可等环节实行打
表作业、倒排工期、限时解决。
同时落实特色工业25条、电竞产
业19条等政策，营造尊商重商亲商
的投资环境。坚持“兑现比承诺更重
要”理念，做到当月接件、当月办结，
有效节约企业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满足感。

营商环境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招商引资 创新招商模式，当好“店小二”把优质服务做细做实

产业发展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四大产业集群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座高品质的城市，是由
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
元素汇集而成，在这过程中，经
济作为重要的一个参数，直接
透视出城市发展的潜力和多种
可能。

忠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资源
富足，同时也坐拥“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连接点的区位优势，但过
去，由于交通条件、政商关系等“软
硬”环境的影响，本地企业小打小闹，
外商资本望洋兴叹，市场主体像是被
绳子捆绑住一样，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忠县大胆创新，放开手脚，持
续推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招商引
资做细做实，以政府行政审批的“减
法”，服务市场主体的“加法”，跑出
了经济发展的“加速度”，促成了新
能源、医药、智能装备、资源加工
四大产业的方兴未艾。

重庆天地重庆天地
药业有限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责任公司

忠县城全景忠县城全景

特瑞新能源特瑞新能源

橘海农家橘海农家

重庆三峡重庆三峡
建设集团建设集团
派森百橙派森百橙
汁有限公汁有限公
司司

重 庆 巨 琪重 庆 巨 琪
诺 美 制 药诺 美 制 药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张亚飞 李耀辉
图片由忠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