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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2019年通过全区干部群众苦干
实干，取得的成绩超过了预期；但我们
还将继续奋斗，2020年实现攻坚决
胜，向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区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2019年 12月 18
日，沙坪坝区委书记江涛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9年该区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推进高质

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江涛表示，2020年将是沙坪坝

实现腾飞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
该区将进一步保持和发扬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以科创和开放为“两轮”，以文旅融合
和先进制造业为“两翼”，全力以赴建
设引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科创智
核”、承载“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高
地”、传承巴渝历史文脉的“文化名
城”、彰显重庆山水魅力的“美丽都
市”。

推进高质量发展
精准发力补短板

重庆日报记者：经济发展是区域
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发展方面，2019
年有哪些较为突出的成果？

江涛：在经济发展方面，2019年
我们重点放在“转功能”上。全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各项安排，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

具体说来，一是努力推动经济发
展的高质量动能加速聚焦，积极配合
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共建西部科学
城，建设“科创智核”，培育科技型企业
210家，发展先进制造业，聚焦“芯器
核网服”产业链培育，预计2019年智
能产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二是加
快推进开放高地建设，启动国际物流
城规划，开工建设自贸区企业服务中
心、创新研发中心等项目。2019年，
全区贸易进出口额将达2600亿元，占
全市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招商

引资项目实行“单月签约、双月开工”
项目推进机制，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总
金额达16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
亿美元，均居全市前列。

重庆日报记者：沙坪坝的城市品
质有较大提升，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

江涛：曾几何时，沙坪坝给人以城
市老旧、交通拥堵的印象。为此，全区
结合城乡统筹、结合民生实事，努力提
升沙坪坝的城乡品质。一方面，我们
结合主题教育，针对群众反映的停车
难、入学难等问题，通过4500余次马
路办公，新建公共停车位2000余个、
新增中小学6所；滨江路磁井段一期
等12个项目建成投用，改善了交通拥
堵状况；完成红岩联线沿线整治，梁滩
河等13条河流水质整体达标。完成
红岩联线沿线整治，拓宽改造凌云路，
建成山城步道14.7公里，新改建“四
好农村路”80公里、农房1000户、厕
所1600户。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负重前行再出发

重庆日报记者：2020 年，沙坪坝
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何打算？

江涛：在发展上，我们将继续实行
“双轮”驱动，进一步做大做强科创和
开放平台；推动文旅融合和先进制造
业发展，为重庆向西发展、沙坪坝全面

“腾飞”积蓄能量。
具体来说，在打造“科创智核”方

面，进一步加快引进集聚一批独立法
人研发机构、高新产业项目，联动重庆
大学等高校打造“环大学创新生态
圈”。在发展开放高地方面，我们将高

标准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招商
引资为抓手做优做强一般贸易、加工
贸易，发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外贸
新业态，全力培育开放型口岸经济集
群。

重庆日报记者：沙坪坝是文化强
区，今年沙坪坝将如何打好文化这张
牌？

江涛：沙坪坝是红岩文化、沙磁文
化等的发源地，文化是沙坪坝最亮丽
的名片之一。我们今年将进一步实现
文化与旅游、文化与商贸的融合发
展。在文旅融合方面，东部着力推动
磁器口、“红渣白”、特钢等沙滨沿线文
旅融合发展，中部着力保护修缮好山
洞抗战遗址，西部着力推动科技和创
意文化旅游项目互动发展，依托重庆
文旅城、磁器口后街等文旅项目，谋划
打造一批高端文化品牌。在文化与商
贸融合方面，今年文旅城、龙湖光年
TOD等一批商业综合体将正式开街，
其中引入的业态将大量具有文化创意
的内涵，以适应重庆市民和国内外游
客的消费需求。

重庆日报记者：实体经济是区域
经济之本。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沙
坪坝有何打算？

江涛：沙坪坝有着雄厚的工业发
展基础。但我们发展的工业，是以科
学城的科研成果为依托的高新技术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科学城的科研成果
将在青凤工业园就地转化为适应市场
需要的实体产品。与此同时，我们还
将注重与微电园精准对接，完善集成
电路上下游链条，加快智能终端、互联
网大数据、下一代汽车、医疗装备等产
业发展。

“双轮”驱动“两翼”齐飞
沙坪坝区将这样用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咯咯咯……”2019年12月25
日，天刚蒙蒙亮，丰都县江池镇大安
村贫困户杜小洪已经起床，舀水、搅
拌饲料、喂鸡，一气呵成。

当天上午，丰都县虎威镇香岩村
的金鸡产业园里，一辆辆满载着鸡苗
的货车缓缓驶入，开始下货。而一辆
辆装着鸡蛋的货车则驶出园区，开往
各大超市。

两个看似独立的画面，实际上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丰都发
展肉鸡、蛋鸡养殖全产业链的真实写
照。近两年来，该县引进华裕农科、
北京德清源、温氏集团等养殖龙头企
业，形成了一条从鸡蛋到深加工的全
产业链，带动上万群众脱贫增收。

产业升级催生肉鸡蛋鸡养殖

丰都在肉牛养殖方面已积累不
少经验。但是，由于肉牛养殖对场地
有一定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乡镇都适
合发展。因此，丰都县经过考虑，决
定发展肉鸡和蛋鸡养殖产业。

“相对于肉牛养殖，肉鸡、蛋鸡是
‘短平快’的项目，占地不多，见效快，
且群众大多已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发
展起来难度不算大。”该县扶贫办副
主任孙建川说，发展肉鸡和蛋鸡养
殖，既是发展脱贫攻坚主导产业的需
要，也是一次产业升级。

如何升级？丰都原本有100万
只蛋鸡养殖量，但大多都是散户养
殖，科技含量不高。引进华裕农科、
北京德清源、温氏集团等三大国家级
龙头企业后，可实现蛋鸡、肉鸡产业
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当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丰都县华
裕蛋鸡孵化中心看到，孵化中心基本
全程实现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包括蛋
接收，种蛋分级，熏蒸消毒，种蛋入
孵，照蛋落盘，雌雄自别，雏鸡挑选，
断喙免疫，喷雾免疫，雏鸡运送以及
自动化清洗等。

依托龙头企业，该县肉鸡、蛋鸡
养殖不光生产工艺得到了提升，品牌
效应也得以凸显。比如，德青源生态
鸡蛋是中国蛋鸡行业的知名品牌，目
前在北京品牌鸡蛋市场占有率高达
68%，是消费者信赖的鸡蛋品牌。华
裕农科的海兰蛋鸡是目前全球著名
的蛋鸡品种之一，在全球前十大蛋鸡
市场的占有率达到50%，在美国的市
场份额达到75%，在中国市场的占有
率达60%以上。大树底下好乘凉，借
着这些行业龙头的名气和渠道，丰都
肉鸡、蛋鸡养殖悄然完成升级。

建成养殖全产业生态链

通过3家企业，丰都县构建起了
从蛋种鸡养殖、小鸡育雏、蛋肉鸡养
殖到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框架，华裕农

科提供鸡苗、徳青源负责养殖、麻辣
鸡企业负责加工、老百姓参与其中的
全产业生态链已基本成型。

产业升级的同时，丰都县的肉鸡
和蛋鸡养殖规模也上了新台阶。

占地1080亩的金鸡产业扶贫园
区，崭新的成片产房坐落在两山之
间。这里存栏着180万只蛋鸡和60
万只青年鸡，年产鸡蛋4.5亿枚，是
我市最大的蛋鸡养殖场。作为肯德
基以及众多蛋糕品牌的供应商，德青
源将在丰都建设“有机种植-生态养
殖-食品加工-有机肥生产”的循环
农业，构建集玉米种植、饲料加工、蛋
鸡养殖、蛋品加工、包装制品、物流运
输、有机肥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

华裕农科在丰都建设了年产
5000万羽的雏鸡孵化中心、年产10
万吨的自用饲料加工厂、年产5万吨
的有机蛋品加工厂、年养殖120万只
蛋种鸡和200万只蛋鸡的标准养殖
场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达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17亿元。

温氏集团则已建成100个代养
场，还将在明年新建设100个，预计
每年出栏肉鸡700万只以上。

这条产业链“连接”起上万群众

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如何受
益？

以温氏集团为例，该企业与县政
府、村集体合作，由县农发集团在条
件适宜的村建设代养场，温氏集团提
供鸡苗、饲料、技术指导，代养户则负
责养殖。

每个代养场存栏1万只肉鸡，年
出栏3.5万只鸡。每只鸡代养费是3.5
元，这样一来，除去代养费后代养户每
年能挣7万元。代养户承担代养场的
租金，每年2.4万元，其中1.6万元付给
村集体，8000元付给县农发集团。

这样算下来，代养户一年能剩下
4.6万元。关键是，这样的方式对群
众而言几乎是零成本，而且有公司做
后盾，技术、销售等问题都迎刃而解，
因此县里要求企业尽量挑选贫困户
作为代养户。

德清源公司则采取了另一种带
动方式。“公司的土地费用及厂房是
由县里出资的，大约3亿元，我们每
年按照10%的标准支付租金。”该公
司总经理王新胜介绍。

租金除用于还本付息外，该县将
剩余部分用于解决贫困户脱贫和脱
贫成效巩固。“今年，我们用这笔钱，
提高了贫困群众公益性岗位的工资
水平，每月从 1400 多元提高到了
1700元。”孙建川表示。

三建乡红旗寨村四组贫困户余
荣受益于此，尽管3个龙头企业与他
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依然享受到了公
益性岗位带来的福利，“每月1700块
揣荷包里，暖和！”

目前，3家企业直接带动贫困群
众务工约2000人，带动非贫困户务
工约4000人，间接带动上万群众脱
贫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2019
年12月31日，重庆“通机小巨人”神驰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驰机
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也
是继有友食品、渝农商行、新大正后，
2019年重庆的第四只A股市场新股。

公开资料显示，神驰机电成立于
1993年，注册地在北碚区，主营业务
是小型发电机、通用汽油机及其终端
类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07年

以来，该公司依托核心部件的研发、制
造优势，向通用动力机械行业终端应
用领域逐步延伸，在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

目前，神驰机电已发展成为中国

通用机械类行业拥有小型发电机核心
技术发明专利的龙头企业，是国内少
数已形成从核心部件到终端类产品完
整产业链的生产企业。2019年5月，
公司被工信部评选为第一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根据相关公告，神驰机电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3667万股，发行价格为
18.38元/股，募集资金净额5.77亿元。
所募集资金，拟投向于数码变频发电机
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通用汽油机扩能
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上述项目完成后，公司将增
加数码变频发电机组产能10万台/年、
通用汽油机产能90万台/年。

“通机小巨人”神驰机电上市
去年重庆在A股市场上市4只新股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日前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提出了

今年经济工作必须抓好的重点任

务。2020年，我们将如期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这

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做好

今年经济工作，完成好重点任务，

十分重要。

怎么完成好今年经济工作重

点任务，就要解决“怎么干”的问

题。今日起，本报开设“收官之年

怎么干”专栏，请区县和市级部门

主要负责人，谈谈他们如何做好

当前任务，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收 官 之 年 怎 么 干

盘溪河入江口治理提升效果图。 （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2019
年12月31日，重庆市与知名院校开
展技术创新合作专项行动项目签约
仪式在雾都宾馆举行。北京工业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俄
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将围绕共建
高端研发平台、加强人才交流与培
养、共建高端智库等内容在渝开展合
作。

签约仪式上，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分别与重庆
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江
师范学院、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与
北京交通大学签订《共建重庆现代交
通联合研发中心协议》；重庆永川高新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重庆文理学院与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签订《重庆
托木斯克工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合作协
议》。

其中，北京工业大学将围绕先进
材料、智能制造、智慧建造、环境保护、

信息技术等领域，在共建研发机构、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培养、建设
高端智库等方面与重庆展开全面合
作。

北京交通大学与涪陵区、长江师
范学院已有项目及成果转移转化方面
的合作基础，此次进一步深化合作，将
共建重庆现代交通联合研发中心，为
重庆建设绿色智慧交通提供智力支
持、科技支撑。

长春理工大学在光信息传输技术
与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和光电测
试与应用、光电子与激光技术等学科
和技术领域具有优势，双方合作主要
围绕共建高端研发平台、助力重庆高

校双一流建设等方面展开。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将在永

川高新区设立重庆托木斯克工业技术
研究院。该研究院依托托木斯克理工
大学（先进制造技术学院）的人才及技
术资源，结合重庆产业发展需求，开展
国际科技成果和技术转移、国际技术
的本土化合作研发、创新创业服务和
人才培训、人才引进和交流互访、中方
科技成果和技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
推广五个方面的合作。

2019年，我市共引进上海交通大
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德国包豪斯大学、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乌克

兰国立科技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等14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引进中国科
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中国工
业设计研究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美国Cryptic Labs加密实验室
7家科研院所；引进百度公司、阿里巴
巴集团、高通公司、达索系统、联想集
团、光大集团、华润集团、国机集团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普天等
10家企业研发机构。截至目前，我市
累计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
达到65家。

重庆再引4家国内外知名院校

携手开展技术创新 共建高端研发平台

“一只鸡”育出扶贫产业链
丰都引进养殖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上万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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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徐悲鸿
故居所在地盘溪河入江口处将升级改
造了！1月1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公布
了“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之一盘溪
河入江口设计方案。根据该设计方
案，盘溪河入江口处将打造集生态修
复、历史记忆、休闲游憩、运动活力于
一体的滨江生态公园。

据江北区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
绍，盘溪河入江口片区位于嘉陵江北
岸，始于盘溪河入江口，终于高家花园
大桥处，总长1.8公里，目前存在的问
题包括生态植被缺乏、缺乏基础配套
设施没有形成立体交通体系、缺少文
化元素等。

针对盘溪河入江口片区存在的不
足，设计方案提出，通过“两点一线”的
空间构架，打造集自然生态与人文活
力于一体的滨江区域。其中，“两点”
指的是玉带山段和盘溪山涧段，“一
线”即滨江休憩带。

玉带山段位于渔人码头下方，目
前为物流仓储用地。未来该处将结合
桥下空间，打造活力滨江运动公园。

盘溪山涧段原为货运码头，百米
宽的多级水泥码头台阶使得滨江岸线
十分生硬，今后将通过崖壁覆绿、减砼

增绿等措施，将生硬的水泥码头和冰
冷的垂直挡墙变为绿意盎然的多级花
池及垂直绿墙。

滨江休憩带将贯穿整个片区，沿
途根据不同功能设计相应的主题活动
空间。这个地区还设计了长1800米、

宽3米的骑行道以及长375米、宽2.1
米亲水步道，满足人们的日常亲水活
动需求。

盘溪河入江口升级改造方案公布
将打造集自然生态与人文活力于一体的滨江区域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饶桐语）2019年12月31日，重
庆破产法庭揭牌成立。据了解，破产
法庭成立后，将依法负责全市公司
（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等案件的
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

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批复文件，重庆在市五中法院设立重
庆破产法庭，将受理全市区、县级以上
（含本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及
相关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和
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法庭
拟配备员额法官15名，法官助理15
名，由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的具有破
产案件审理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

据统计，2016年1月至2019年
12月，重庆法院累计新收破产案件
2125件。其中，2019年（截至 12 月
26日）新收破产案件735件，较2016
年增长210%。面对破产审判工作
新形势，重庆法院既通过破产清算规

范市场主体退出、促进市场竞争优胜
劣汰，又通过破产重整挽救危困企
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
些困难和问题，下一步，市高法院将
总结经验，尽快补齐破产审判体制机
制短板。尤其是将以重庆破产法庭
设立为契机，推动重庆破产审判工作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该负责人表
示，重庆破产法庭将充分发挥破产重
整、和解制度功能，优化资金、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配置，帮助和支持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企业恢复生
机，重返市场。积极引导“僵尸”企业
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规范办理破产案件，积极探索提高破
产回收率。同时，还将推动破产案件
繁简分流，推进健全完善破产审判专
业组织，优化破产审判团队考核体系，
不断提升破产案件办理质量效率。

重庆破产法庭揭牌成立
依法负责全市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等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