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年，高新
区将着手打造科学
大道城市中轴线、科
学会堂国际交往中
心、科学公园城市绿
心等标志性项目

商奎

‘‘江津将加快培
育一批创新企业，力
争全区科技型企业
达800家、高新技术
企业180家、市级以
上研发平台120家

程志毅

‘‘沙坪坝区将激活渠
道资源，既打好高校牌，
也打好开放牌，更好集
聚国内外平台、企业、人
才等创新要素资源

江涛

‘‘首先应把科学
城看作一个科技创
新的“特区”，其第一
要务就是引智，培育
和吸引高端人才、科
研机构、院校

易小光

记者 张莎 杨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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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延伸

商奎
市人大代表，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程志毅
市人大代表、江津区委书记
江涛
市人大代表、沙坪坝区委书记
易小光
市政协委员、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

重报圆桌会

主
持
人

主
持
人

嘉
宾

本栏照片由记者罗斌、万难，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胡杰、任君摄

2020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编辑 邱碧湘 李薇帆

美编 李梦妮

4

关键词：科学
聚焦科学主题，建设科学之城、创新高地

代表委员们表示，要聚焦科学主题来“铸魂”，着
力提升持续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产业生成能
力、经济产出能力，催生新科技，转化新成果，孵化新
经济，创造新业态。

商奎表示，重庆高新区今年将高质量集聚创新
资源，重点之一，即聚焦科学主题搭建一批创新平
台。

比如，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实验室，推
动中国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中心等平台落地，引进
一批法人化研发平台。加快科学城产业创新园等建
设，启动运营育成加速基地、重庆环大学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中心，新增一批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重庆高新区还将出台一揽子有力度、有温度、有
特色的创新政策；推动“双一流”建设和产学研一体
化创新，打造环大学创新生态圈；深化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园区建设，实施标准化战略，鼓励企业主导制定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范）等。

程志毅说，江津的双福、圣泉、德感地区，共有约
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重庆西部槽谷地带，是重
庆科学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津区位交通优势明
显，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优良，助推重庆科学城
建设有优势、有条件。

“按照市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培育创新企业’‘集
聚重点实验室’等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合作平台
搭建，持续吸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来江津设立研
发机构，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程志毅说，江津将加快
培育一批创新企业，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力争全区
科技型企业达8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80家以
上、市级以上研发平台120家以上。

江涛表示，沙坪坝区将完善创新链协同机制，用
好高新区产业政策，不断延伸“芯核器网服”产业链，
加快建设青凤高科产业园，搭建承载独立研发、成果
转化的产业基地。

易小光说，重庆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
键时期，而创新就是一个关键。“一座城市的创新发
展，需要一个载体和平台来具体承载和推动。重庆
需要有一个从形态上和空间上实现教育、科研、创新
聚集的空间载体，让它成为推动重庆创新的主要策
源地，从这个角度而言，重庆科学城也是为重庆下一
步发展打造动力源的重要举措。”

如何高标准规划科学城建设？易小光建议，首
先应把科学城看作一个科技创新的“特区”，其第一
要务就是引智，培育和吸引高端人才、科研机构、院
校到科学城来，形成“学、研、产”的集聚区。

“我们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建设科学城，面向国内
外广聚英才，同时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政策跟上，这样
才能把人才留得住。”易小光说，还要运用科学城这
样的典范，促进整个重庆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提
升本土科研机构、科研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关键词：未来
努力建设一座面向世界的“未来新城”

围绕集聚创新资源，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
套，合理布局科技创新核心功能和科技人才服务设

施，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如此才能面向未来发展
“筑城”。

“重庆科学城核心区是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围绕
‘有科技、有人文、有历史、有山水’，我们将努力建设
一座面向世界、彰显科学精神的‘重庆未来新城’。”
商奎表示，新的一年，重庆高新区将以重庆科学城规
划建设为统揽，加快科学城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及专项规划编制和落地，提速城市基础和配
套设施建设，打造科学大道城市中轴线、科学会堂国
际交往中心、科学公园城市绿心、科学城生态水系绿
色长廊等标志性项目。

其中，科学公园将以香云山、寨山坪为依托，规
划打造面积20平方公里的山地公园。科学会堂将
建设成为具有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开展学
术交流、展示科技成果、培训科技人员、孵化创新主
体等综合功能的国际交往中心。

同时，依托快速路一纵线构建北抵嘉陵江、南至
长江，纵贯科学城南北的科学大道，沿线集聚重要科
技创新要素、高新技术企业、大型公园等，打造靓丽
的城市中轴线，集中展示科学城城市形象。

江涛说，服务创新人才，沙坪坝区要优化两个环
境。一手优化软环境，进一步完善“人才+财政+金
融+税收+土地”政策包，办好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
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行政服务效能。一
手提升硬环境，突出交通、生态和生活配套，加快完
善以高铁、轨道、快速干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打造
科学大道城市主轴线、梁滩河生态绿廊，用好优质医
疗、教育资源。

程志毅表示，厚植科学城的创新土壤，江津将深
入实施“津鹰”人才计划，汇聚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并发挥好双福及其
周边高校众多的优势，加快打造重庆高新区（科学
城）专业人才培养输送中心。江津区还将紧紧围绕
重庆科学城功能定位，进一步对接完善发展规划、产
业布局和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将全力配合推进连通
北碚至江津的科学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在科学城的建设上，易小光直言，既要有脚踏实
地的精神，也要有从无到有的勇气，因为科技本身就
是创新。比如，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争取国
家的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补齐“短板”；另一
方面也要有跨越性发展的思维，发挥现有优势培养
壮大新兴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合理
完善紧密结合在一块。

关键词：合作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年伊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我们期待与成都高新区有更加紧密的交流合
作，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商奎认为，重庆高新区、科学城与成
都高新区、科学城，应该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政
策协同，提高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快现代
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强化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共同争取国家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
目、创新要素布局和政策支持，实现合作共赢。

他透露，计划启动的成渝中线高铁将在西部槽
谷设置科学城站，未来重庆高新区与成都高新区两
地交通时间将缩短至40分钟以内，两地人员流动、
资源联动、产业互动将更加顺畅便捷。

江涛表示，沙坪坝区将激活渠道资源，发挥两
个优势。既要打好高校牌，支持重庆大学“双一
流”建设，深入推进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
加快打造环重庆师范大学等5个创新生态圈，切实
激活“政产学研”一体化优势，也要打好开放牌，高
标准规划建设国际物流城，发挥沙坪坝“四向通
道”开放优势，更好集聚国内外的平台、企业、人才
等创新要素资源。

“当前，重庆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动力结
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亟须优化，新动能亟待培育
做大。”易小光说，从国内外实践看，集聚创新资源、
发挥创新策源地的核心载体，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因此，高标准建设一个具有强
大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引领重庆创新能力提升的
载体——重庆科学城，对于重庆的创新驱动和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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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以前需要一个
月甚至两个月才能贷到款，现在一周时间就
搞定了。”近日，重庆高新区企业重庆臻远电
气公司总经理张秀宏，在“高新金服”平台上
发布了300万元的债权融资需求，遭多家银
行“抢单”，最终他们和重庆银行达成合作，成
功贷款300万元。

让张秀宏赞不绝口的“高新金服”，是由
重庆高新区牵头建设的全市首个集合债权融
资、股权融资、科技保险、技术评估、上市辅导
和政策兑现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也是科学
城核心板块新增的科技与金融相融合的创新
示范中心。

“高新金服”通过提供“征信数据+管理
数据+服务数据”，形成企业运营行为大数
据，集成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及产品，
打破企业与融资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瓶
颈，形成产业金融链的全流程服务。企业
可在“高新金服”上指定特定银行申请，也
可直接在平台发布融资需求，平台签约金
融机构自行“抢单”受理并提供服务，授信
放款。

据了解，自去年8月底平台试运营以来，
“高新金服”已入驻金融机构27家，发布金融
产品81项，累计上线企业2000余家，有88
家企业通过平台完成融资1亿余元。

企业发布融资需求
银行“抢单”提供服务

全新平台助高新区企业融资
走上快车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柏添）油动多旋
翼无人机、人工智能微波芯片、3D眼镜、
反隐身测试及隐身维护支持系统……这
些“黑科技”将在江津团结湖畔亮相投
产。去年6月以来，江津区抢抓重庆高新
区和重庆科学城整体规划带来的重要机
遇，以建设重庆科学城南部创新中心为目
标定位，加快推进总面积3平方公里的团
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建设，目前已吸引
20多个大数据智能化相关项目落户，协议
引资60亿元。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位于江津双
福，规划总面积3平方公里，实行“一核四心”
产业布局。核心区以双福新区团结湖为核
心，包括团结湖以北、团结湖以南两大板块，
团结湖以北将布局为智能研发区，打造传感
器研发生产、大数据存储与应用研发两大基
地；团结湖以南将布局先进制造区，打造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两大基地。“四心”为双福财富
中心、江津区科创中心、联东U谷智能智造中
心、圆润发展中心。

目前，团结湖核心区已启动基础设施
建设。4.2万平方米的产业园公共服务中
心预计6月底完工，团结湖湿地公园核心
区拟于今年6月建成开园。目前，该产业
园在谈的项目还有 30 多个，涉及智能制
造、智能产业园、大数据应用及软件开发、
人才培训、科技研发类多个领域，总计拟投
资近100亿元。

引进油动多旋翼无人机等
“黑科技”项目

江津区打造团结湖
大数据智能产业园

政府工作报告很好——思想政治高
站位，工作很有重庆味；行文流畅很精
彩，仔细品味有滋味；深学彻悟加笃行，
奉献力量和智慧。

——市政协委员、永川区政协副主
席罗朝友

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实，情真意切，
过去的成就令人振奋，今后的发展目标
催人奋进，饱含人民的期盼，让我们对全
市的发展信心满满。
——市政协委员、丰都县科协主席杨文臣

政府工作报告站位很高、思路清晰、
落点很实、举措有力，十个方面工作“有
高度”“有期待”“有惊喜”，听完备受鼓
舞、倍感温暖。

——市政协委员、南岸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七部主任吴言才

（记者陈国栋整理）

思想政治高站位
工作很有重庆味

两会影像

◀1月12日，大足代表团住地，几名人大代表就有关成渝中线高铁
建设建议展开热烈讨论。 记者 齐岚森 摄

▼1月12日上午11时20分许,在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二联组会
上,政协委员高光勇抢到宝贵的发言机会。他言之有物的发言受到点
赞,高兴得给自己鼓起掌来。 特约摄影 钟志兵

热 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标准
规划建设重庆科学城”。科学城位
于主城西部槽谷，以高新区直管园
为核心，引领北碚、沙坪坝、九龙
坡、江津四大片区协同发展。

■如何推动科学城规划建设
开好局、起好步，建成科学之城、创
新高地？重庆日报与区县融媒体
中心联动，特邀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一起探讨这一话题。

我读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