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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建成一座新型现代化智慧小镇两年建成一座新型现代化智慧小镇梁平
智能制造 电商物流 智慧生活

1月 2日，梁平区智慧
小镇，重庆天荣家居有限公
司（下称“天荣家居”）新年
第一批智能家居产品正运
往全国各地。刚刚过去的
2019年，天荣家居每月可
产出5300件（套）家居，月
销售达5000余件（套），全
年产值达到4600余万元。

两年前，智慧小镇所在
的区域还是一片荒地，杂草
丛生。从 2017 年 11月智
慧小镇建设项目签订以来，
这里奇迹接连上演：智能制
造产业项目从开工到投产
只用了5个月，99天便建成
了智慧体验示范区，短短一
年时间天荣家居建成了规
模以上企业，家居产品亮相
第 41 届国际名家具展览
会。

现在，智慧小镇一期已
高楼林立，机器轰鸣，电商
物流产业园、智能化工厂、
云集生活区一派繁忙，周边
亿联汽车城、双桂汽车站等
相继建成，一座宜创、宜业、
宜居、宜游的新型现代化智
慧生活小镇，正在梁平快速
崛起。

在广东，梁平人刘小宝开
淘宝店挽救了一家濒临倒闭
的遥控灯厂。去年9月，他带
着老婆、儿子回到梁平，在亿
联·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开园
时就创业干起了电商。

据统计，从智慧小镇落户
梁平以来，像刘小宝一样返乡
创业的有100余人、返乡就业
的有800多人，本地创业人员
200多人、本地就业1500多
人，吸引周边群众前往梁平创
业就业达100多人。

“既能创业就业，还可以
生活居家。”胡维维介绍，智慧
生活板块是集体验式商业中
心为一体，幼儿园、小学、中学
一站式教育基地，医疗保健康
养中心，儿童游乐园，湿地公
园，邻里中心、环公园慢道等
配套齐全的全能生态大城，打
造未来城市“样板房”、智慧生
活新起点，梁平史上标志性精
品住宅。

在梁平新城，一般房价均
价约每平方米6000元，而智
慧小镇首期云集项目高层均
价每平方米不到5500元，性
价比高。作为智慧小镇员工，
还可以办理智慧家人卡，享受
电商免费培训、考证，商贸城
购物有折扣，购房解决就业，
买家具出厂价付费等优惠政
策。截至目前，办理智慧家人
卡达3000多张。

因此，智慧小镇成了热
土。2018年前，亿联西南总
部大厦基本处于空置状态，周
边商铺也无人经营，商贸城楼
顶的附属住房每平方米3000
多元几乎无人购买。智慧小
镇建设以来，亿联总部大楼整
个大楼招商位已全部招满，百
姓饭店老板龚绍全新开的餐
厅日营业额达到6000多元，
毗邻皂角小区、松竹雅苑一套
三房租金从过去每年7000元
飙升到每年15000元左右。

“以产城融合、景城融合、
智城融合、人城融合为核心规
划理念，智慧小镇带动效应
极强。”梁平工业园区相关负
责人称，首先为梁平区域经
济发展引来了人才、引回了
人才、培育了人才；其次推动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建
设一批智能化生产线，培育
一批智能制造、电商物流、智
慧生活等行业的生产、加工、
销售企业，壮大智能制造相
关产业发展；第三是极大地
带动梁平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培
育起发展新动能；同时也推
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和梁平的对外开放。以商招
商、以链成群，智慧小镇最终
建成7万人的产业新城。

智慧小镇三大板块，智能
制造板块3200亩，电商物流

板块 400 亩，智慧生活板块
2400亩，具体涵盖家居生产、
食品服装生产、新型材料、研
发设计、物流仓储、品牌展示、
电商运营、生活配套、住宅商
业等功能区。未来还将搭建
金融服务、手续办理、商务办
公、展示展销、会议接待、餐饮
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平台。同时，智能制造二
期、三期项目还将向绿色食品
加工和服装产业进行延伸和
渗透，打造西南最大的网络绿
色食品加工、服装交易中心，
并辐射全国；同时利用“百里
竹海”竹林资源，搭配多种国
内先进、智能化加工生产工艺
技术发展竹产业，探索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
路径。

据悉，智能制造和电商物
流项目建成后，可在该区域聚
集100家以上互联网企业、50
家以上物流和快递企业、家居
生产厂家达80家，可提供就
业岗位3万余个，
引进中高级人才
600 名。项目
运营 3 年内
集 聚 大 学
生创业者

2万名、创业项目500个，集聚
互联网规模以上企业100家、
创投企业30家以上。电商物
流和智能制造年产值155亿
元以上，可年创造税收8亿元。

胡维维说，智慧小镇人
2020年愿景就是智慧小镇项
目运用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
级，孵化电商物流激活区域经
济，建设智慧生活优享人居新
体验。

电商作为销售端、工厂作
为供给端，通过供给端和销售
端的融合，产生化学式的聚合
反应，通过“电商园区+工业
地产+智能制造”的模式不断
拉升周边人气，形成强大的消
费市场，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
长点。现在，崛起的梁平智慧
小镇必将在梁平创建国家高
新区的过程中实现新作为。

在智慧小镇天荣家居体验
馆，解说人员拿着遥控器，轻轻点
击“客厅观影模式”，客厅灯光只
开启氛围灯，窗帘缓缓关闭，电视
橱缓缓打开，电动沙发呈半躺状
态，背景音乐切换到电视音响；接
着点击“客厅饮茶模式”，客厅灯
光又打开，背景音乐播放古典音
乐，同时茶几缓缓打开、茶壶慢慢
升起，沙发变换呈坐立状态；还有
一种“卧室叫醒模式”，跟传统的
闹钟不同，早晨到达指定时间后，
窗帘慢慢打开，床缓缓升起，背景
音乐播放当天早间新闻。

……
“智能制造除了家居产品的

智能化，生产过程也是智能化
的。”天荣家居负责人介绍，智能
家居融合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计
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于一体的网
络化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将家中

的各种设备通过家庭网络
连接到一起。同时

在 生 产 过 程
中，引进

先

进设备，生产流程通过人工+大数
据控制把关，实现生产要素之间的
互联，彻底改变家居产业“三高一
低”、劳动密集的传统形象，实现高
效率、高科技的新型产业转型。

天荣家居生产车间全部采用
中央集中除尘系统，在喷漆环节
采取光氧催化（除臭）有机废气净
化器处理，实现“零挥发、零甲醛、
零污染”，确保所有产品绿色环
保。一台全自动直线封边机仅需
要两名操作工负责板件进出，工
效是传统做法的50-100倍。后
上料电子裁板锯最大承载重量
达到5吨，减少人工上料，可记忆
多种不同裁切尺寸，电脑控制，
操控简易。数控加工中心代替
传统的吊锣和人工铣型，精密度
比传统提高了10倍，安全系数也
高。特别是数控六排钻，一次性
通过所有钻孔无需翻板，同时加
工正反面槽位和正反面孔位，提
高打孔精准度，减少通孔爆边。
目前，4号、5号厂房只有150名
工人，相比传统生产工艺减少了
500名工人。

此外，在家居产品销售模式

上，智慧小镇采取“互联网+实体
经济”模式运营，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在线下设置展示体验区，为
线上销售提供体验、物流配送、售
后服务等场所；在线上发展淘宝
村，为线下服务提供流量；以线上
带动线下线下反哺线上，着力打
造产业电商，实现电商、产业融合
发展。

为此，亿联·天华电商物流产
业园建设将以“七个中心（包括电
商聚集中心、电商孵化中心、新零
售体验中心、跨境电商中心、信息
化交易中心、分拨配送中心和智
能仓储中心、生产加工中心）、一
个区域（综合配套服务区）”为重
点，重点培育一批平台类、B2C、
O2O电子商务应用示范企业，发
挥集聚优势，构建涵盖电子商务
应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生产加
工配套服务的产业集群，通过智
能化业务系统及公共信息平台有
机融合各模块功能，以实
现“电商、物流、仓储、金
融、生产、管理”等
最佳资源配
置于一

体的现代化供应链系统。
胡维维介绍，在建的智慧小

镇·云集将建成梁平首个智慧社
区，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集成应用，从与小区相关
的政务信息、物业信息、物业服
务、商业服务等多方入手，升级完
善智慧安防、远程监控、智能家
电、可视对讲、智慧影音、智能卡、
数字化社区、电子巡更、停车场管
理、家居安防等，为居民提供安
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
生活环境，打造梁平智慧生活示
范新区。

2018年 4月13日，重庆
市梁平智慧小镇智能制造产
业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半年
后，4号、5号两栋厂房建成，
随后第一件板木家具斗柜下
线，并很快运送到消费者手
里。同样，智慧小镇智慧体验
示范区仅用99天时间就建成
投用，于2019年1月18日对
外开放。

去年3月16日，开工不到
一年时间，智能制造产业项目
生产的“花田木下”“欧森木
语”两个家居系列产品在广东
第41届国际名家具展览会精
彩亮相。

……
梁平智慧小镇凭啥能实

现“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的“亿联天华加速度”？
胡维维透露，在2018年初，智
慧小镇先后成立了天荣家居、
天华电商、天亿置业、天亿建
材、优博商学院、老鹰窝文旅
等多家公司；在智能制造产业
项目奠基仪式后，智能制造一
期、电商物流产业园一期、智
慧体验示范区、智慧小镇·云
集、搅拌站、老鹰窝精品民宿、
沙河路相继开工，优博商学院
同期开课运营，多个项目同步
推进。

“家居产品一下线，就需
要电商、物流支持。”智慧小镇
智能制造电商物流板块负责

人苏高华称，事实上，在办理
项目前期手续时，智慧小镇就
投入700万元，在亿联西南总
部大厦装修了5层楼，并采取
免租金、物业、水电、装修、电
脑、桌椅、执照“八免一扶持”
的政策，对电商物流人员、企
业进行培训、孵化。2019年9
月，亿联·天华电商物流产业
园一开园，就有近30家电商
物流企业随即入驻。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首先
需要的是人才。同样早在
2018年3月，优博商学院就落
户梁平，首先启动对村民进行
农村电商的培训，培植电商企
业，协助梁平区对4个淘宝村
进行培育。就在当年，优博商
学院为梁平14个乡镇培训电
商人才1300多人，开店率达
到90%。

“因为有了成熟的电商物
流，预定家居的80%实现了生
产交付。”苏高华称，天荣家
居主要通过电商进行销售，同
时进行木门定制和全屋定制
家居产品的生产销售。4号、
5号厂房从2019年2月正式
生产以来，全年产值实
现4600余万元，一
年时间就建成

了市级规模以上企业。
在智慧生活板块，规划项

目云集、启园、天擎三期。目
前，梁平智慧小镇·云集项目已
开工面积逾38万平方米，达到
预售条件的有20余栋，签约购
房业主达到1000多户。

“‘亿联天华加速度’离不
开梁平营商环境好！”苏高华
坦言，梁平区产业基础坚实、
要素保障有力、交通物流便
捷，特别是投资环境优越，不
仅出台了6条扶持实体经济
发展资金保障措施和《关于降
低梁平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用电用气用水成本暂
行办法》《关于进一步推动金
融服务实体企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还不
断完善“最多听一次、最多谈
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开一
次、最多办一次”的服务机
制。“在梁平发展，我们心头
总是热乎乎的。”他说。

商业繁荣的亿联国际商贸城 摄/曾卫民

入驻梁平工业园区的智能制造企业，自动化机械手臂在作业 摄/向成国

营商环境好

再投180亿元打造智慧小镇

建设速度快

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智能程度高

产品及生产和销售全智能化

带动效应强

以商招商以链成群建产业新城

天津亿联控股集团（下
称“亿联”）始创于1997年，
以专业市场、智能制造、电
商物流、文化旅游、未来社
区五大领域的投资、开发、
经营、管理为主营业务，在
全国18个省市成功开发运
营90座城市现代商业和产
业群落，2014年至2019年
连续6年上榜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
业100强。

早在2011年3月，亿联
就登陆梁平，先后开发建设
了亿联建材家居五金城、亿
联皮草城、亿联小商品城、
亿联国际商贸城等项目。6
年深耕，亿联在梁平的发展
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认
可，梁平的营商环境也让亿
联认识到这是一片投资创
业的热土。

“非常开拓、非常规范、
非常务实、充满活力。”亿联
控股集团董事长严立淼称，
梁平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
文化优势、交通便利优势、
特色产业优势、战略统筹优
势、市场份额优势、区域辐
射优势，尤其是投资环境，
梁平有最优惠的经营政策、
最齐全的代办服务、最可靠
的安全环境、最宽广的互联
平台、最方便的配套条件，

投资梁平、扎根梁平，是亿
联控股集团最具有战略眼
光和最为明智的选择。

市场调查得知，以梁平
为中心、500公里为半径，整
个渝东北，包括四川、陕西、
贵州、湖北等省市家居市场
份额较大，家居消费者众
多、需求量大。但目前国内
现有华南、华东、华北、东
北、西南等几大家居生产基
地，难以辐射到梁平、渝东
北及更多周边区域。

2017 年 11月 3日，亿
联与梁平区签订协议，再投
资 180 亿元，打造一座宜
业、宜创、宜居、宜游的新型
现代化智慧生活小镇，携手
山东天华控股集团（下称

“天华”）建成重庆市承接智
能家居产业最大的家居电
商物流基地。

合作伙伴山东天华控
股集团成立于2004年，业
务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建
安工程、建材经销、物业服
务、家居制造、电商物流、园
区开发运营、资金创投等领
域，现已发展为集电商、实
业、地产、建设、金融五大产
业板块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重庆市梁平智慧小镇
是亿联天华在山东菏泽打

造成功案例后在梁平的再
度强强联手，产业上‘特而
强’、机制上‘新而活’、功能
上‘聚而合’、形态上‘精而
美’。”智慧小镇负责人胡维
维介绍，智慧小镇总用地面
积6000亩，包含智能制造、
电商物流、智慧生活三大板
块，引进电商、培养电商，同
时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智能
化家居生产基地，从而形成

“电商+实业”的独特运营模
式。即以互联网技术为依
托，以“电商+实业”为龙头，
以地产、建设与金融为支
撑，通过“O+O”（线上+线
下）的方式，对区域特色产
业进行整合运营的发展模
式。

梁平区负责人称，智慧
小镇是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的具体实践，
是以智能制造、智能化应
用、培育加强大数据、产业
电商等加快产业升级要求
的新模式，是“绿色产业绿
色生活”的新标杆；同时，天
华亿联在山东菏泽投资500
亿元，打造10000亩菏泽智
慧小镇项目已获得成功。
有如此成功的案例，该负责
人表示，他们对梁平智慧小
镇充满信心。

梁平区虎城镇农村电商服务中心梁平区虎城镇农村电商服务中心，，电商达电商达
人唐俊人唐俊（（右三右三））对电商经纪人进行技术指导对电商经纪人进行技术指导

摄摄//张常伟张常伟

市民在梁平智慧城市信
息中心体验智慧出行

摄/张常伟

重庆天华优博商学院邀请山东天华新媒体团队指导拍摄梁平重庆天华优博商学院邀请山东天华新媒体团队指导拍摄梁平
柚柚、、竹编等电商产品竹编等电商产品 摄摄//张常伟张常伟亿联西南总部大厦亿联西南总部大厦 天荣家居体验馆天荣家居体验馆

市民在梁平智慧小
镇体验智能家居 VR 设

计演示 摄/熊伟

梁平智慧小镇 摄/蒋胜斌

梁平区行政服务中心代办专员会同梁平工业园区管委会服务专员走访梁平智慧
小镇项目，现场解决建设中的问题 摄/张常伟

梁平智慧小镇智
能制造项目厂房一角

摄/刘辉

张亚飞 王琳琳
图片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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