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江北》》

●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40亿元
同比增长8%，总量连续3年提档晋位

●2019年完成全辖税收238.95亿元
总量稳居全市第一

●2019年全面完成 14件 区级民生实事

城镇新增就业5.7万余人
●2019年建成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23个
●2019年商品销售总额突破4000亿元
●集聚金融机构473家，占全市的近四分之一
●金融资产规模达 1.8万亿元，占全市近三分之一

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努力，江北区实
现了经济发展“有质有量”、城市品质“有
颜有值”、人民生活“有滋有味”。

一个个事例，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
一成果——

外出办事想自己开车却又没有车，
怎么办？别着急，通过手机APP下单，即
可租到让你满意的车辆。并且，下单后，
还可以市区指定范围内随时取车随时还
车，不必寻找专用停车位，非常方便。

为市民出行提供如此方便服务的，
是位于江北嘴保利中心大数据产业基地
的长安出行共享汽车平台。如今，通过
享受该平台租车服务出行，已成为很多
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据长安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年9月运行以来，长安出行已在重
庆等地投放分时租赁车辆3000台，注册
用户突破180万户、认证用户达到60万
户。2019年，平台业务发展更是迅速，
平均每辆车每天接单5单，单车收入比
2018年增加逾 2倍，平台整体收入比
2018年增加4.48倍。

在港城工业园，一家生物医药企
业——迈基诺（重庆）基因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迈基诺”），是全世界拥有基
因捕获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3家
公司之一，目前中国就其一家。其掌
握的基因捕获测序方法，拥有高通量
基因捕获筛查、定点突变超灵敏定量
检测等核心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水
平。

“利用这种方法，可针对肿瘤等疾病
进行精准的基因检测——可过滤掉不必
要检测的基因，直接针对特定区域进行

测序。这样就能减少分析量，有效降低
测序成本。”迈基诺总经理任爽华透露，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仪已进入
中试阶段。

基于这种技术和检测试剂等产品，
迈基诺在全国各地的500多家尤其“三
甲”医院广泛开展儿童疾病、出生缺陷筛
查和肿瘤等方面的基因检测业务。其
中，其在儿童遗传疾病和罕见病方面的
基因检测业务，在国内占据了60%的市
场份额。

亚太地区领先的科技产品解决方案
及供应链服务平台——伟仕佳杰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伟仕佳杰”）2012年以来，
在江北区投资设立了3家企业，以重庆
为根据地拓展进出口、供应链金融等业
务。由于各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2019
年，该公司又将中国区总部落地江北区。

据统计，2019年，伟仕佳杰重庆公
司进出口总额比2018年大幅增加2亿
美元，达到11亿美元，位列重庆贸易类
企业前5，并跻身中国进出口500强企业
榜单。

“江北区优越的区位优势、高效的政
务团队以及优良的投资环境，让我们对
公司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伟
仕佳杰重庆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组组数据和一个个成就，是最好
的佐证——

2019年，江北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40亿元、增长8%，总量连续3年提档
晋位，经济增速自2017年7月以来连续
10个季度保持在8%以上；完成全辖税
收238.95亿元、总量稳居全市第一。

全面完成14件区级民生实事，城镇

新增就业5.7万余人，新建、改扩建学校
16所；自实施棚户区改造工作开展以
来，全区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1.69万户，
惠及群众5.9万人。

建成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工
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23个，初步形成
以汽车、电子电器为主导，高端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高端装备制
造六大战路性新兴产业为补充的“2+6”
新型产业体系。

全区“触网”商户超7万户，2019年
网上销售额增长10%，商品销售总额突
破4000亿元。

保利中心大数据产业基地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已进驻企业119家。
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形成以传统金融

为主体、新型金融业和高端中介服务为
支撑的现代金融发展格局，共集聚金融
机构473家，占全市的近四分之一；金融
资产规模达1.8万亿元，占全市的近三分
之一。

此外，2019年，江北区还成功入选
全市首批智慧教育应用示范区、社会救
助综合改革试点区；智慧城管经验成功
入选全国“网信创新工作50例”；鎏嘉码
头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九街荣获
全市“最潮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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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经济总量和税收在全市
位居前列的江北区被市委、市政府赋予
了打造全市“两高”示范区的重任。

2019年，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江
北区明确了建设“两高”示范区的目标
——到2022年，全区综合实力再上台阶，
发展能级显著提升，在全市发展格局中地
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力争GDP
总量进入全市前三，GDP增速在主城区
保持前列；全辖税收总量保持全市第一，
税收占GDP比重全市领先；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

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动力明显增
强，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发展环境明显
优化，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江北区的办法是全面深化改革，以

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发

挥‘三个作用’，紧扣江北区‘两高’示范
区建设，对全区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再
完善再深化，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厚植高层次开放新优势，探索高标准生
态建设新路径。”江北区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在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方
面，江北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不动摇，全面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八字方针，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
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
精准发力。重点是以江北嘴金融核心
区建设和观音桥商圈升级扩能为契机，
增强金融和商贸的支撑服务能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同时，加

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厚植高层次开放新优势方面，江
北区树立全方位开放理念，从单纯的贸
易开放、市场开放，向金融、人才、技术、
资本、制度、环境等全领域深层次开放
延伸。同时，致力于在建设开放通道、
拓展开发平台、壮大开放主体和优化开
放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好融入自贸
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国家
级政策性平台功能，推动内陆开放高地
门户区建设走深走实。

在探索高标准生态建设新路径方
面，主要思路是统筹城市提升和乡村振
兴两个基本面，在筑牢绿色屏障、发展
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完善绿色体
制等方面协同发力，学好用好“两山

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加快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聚焦现代滨江经济带建
设，努力实现城市乡村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建立并完善区、部门、街镇（工业
园区）、社区（楼宇工业园）四级环保监
督管理网格，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生
态环境监管机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

“思路一变天地宽。改革开放40
余年的历史证明，改革能否有效为经
济社会发展赋能，首先要有好的思
路。思路清则方向明，找准方向，走对
路子，改革才能行稳致远。”上述负责
人表示，得益于清晰的思路，2019年，
江北区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各项改革任务呈现出向纵深推
进的良好态势。

3月1日，由江北港城园区高新技
术企业博奥赛斯（重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重庆医科大学研发的化学发
光法新冠病毒IgM/IgG抗体检测试剂
盒，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
准，许可上市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

据悉，这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化
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目
前已经实现量产。

博奥赛斯是江北区打造高端生物
医药产业园过程中的重点招商企业，于
2019年9月在港城园区注册成立。该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利建表示，公司能
在成立短短半年左右时间就量产这种
试剂盒，得益于江北区的大力支持——
为确保公司尽快投产达产，港城工业园
为其积极协调到了近4000平方米的标
准厂房，并为企业申请了产业扶持基
金、减免了厂房租金。

这仅仅是江北区以改革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9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
中，江北区首先根据改革思路对改革进
行系统谋划布局，梳理了改革任务411
项，明确了具体改革措施。

其中，建立抓好大保护大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
济体制、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推进
民生领域改革等，是改革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

2019年12月，全市首家中国、意大
利合资保险区域总部——中意人寿重
庆分公司在江北嘴正式开业；2020年1
月，正在筹建的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落户江北；4月，首家落户重庆江北
区的国际商业地产“五大行”之一——
第一太平戴维斯重庆公司落户江北嘴。

这些改革，重点围绕建设“两高”示
范区展开，以充分发挥“三个作用”，推
动江北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老百姓创造高品质生活。

譬如，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江北区制定任务细分工作方
案，开展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将“三
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营商环
境、环境质量和生态建设等34个指标
纳入年度考核，促进高质量发展落地
落实。

尤其是，江北区全面推动区级领导
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制度落地，建立
了“三送两办一访”机制，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

所谓“三送”，是指为企业送思想、
送政策、送服务；“两办”，是指对民营企
业的事既要当天办，又要当天大的事
办；“一访”，是指坚持全体区级领导干
部定期深入重点企业，把工作重心落在
一线、把办公场所“搬进”企业，全面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近期动向和发展
难题。

通过“三送两办一访”，江北区区领
导带头主动联系重点企业，确保摸清民
营企业实情，为其提供精准服务、解决
难题，推动民营经济提档升级。

在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过程

中，江北区还把“智能江北”建设作为驱
动该区高质量发展的芯片，打造全市领
先的“数字经济”示范区。同时，致力于
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互联
网+商贸”模式蓬勃发展，促进商贸服务
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门
户区和江北嘴金融核心区。

在“智能江北”建设方面，建成了全
市首个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和保利
中心大数据产业基地，在政府、企业大
力推广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推动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在促进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方面，
江北区在观音桥商圈加速提升产业多
业态融合发展，在重庆“夜经济”新地标
——九街、鎏嘉码头，大力发展体验式、
交互式经济。

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门户区
方面，江北区全面融入全市内陆开放大
格局，充分利用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西部
陆海新通道、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果园
港综合保税区（B型）等开放平台，大力
发展开放型经济。

迈基诺（重庆）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检测人员在实验室核实相关数据 摄/李显彦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方面，江北区同
样是举措频出。

2019年2月，江北区在全市率先启
动嘉陵江江北段砂石码头专项整治行
动。3个月后，石门码头、庙溪嘴码头、
长安码头、相国寺码头和忠恕沱码头5
个码头全部被依法关停。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是江北区按照
市委、市政府“点上点靓、线上贯通、面
上提升”的总体思路，科学推动“两江四
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的一项具体举措。

“‘两江四岸’不仅是重庆重要的生
态廊道，也是市民亲水、休闲娱乐的公
共空间。由于历史原因，嘉陵江江北段
沿线砂石码头数量较多，大量江岸线被
占用，造成大量的扬尘污染和噪声污
染。”江北区相关负责人说，该区开展这

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助力重庆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老百姓创造高
品质生活。

据悉，2019年，江北区统筹推进乡
村振兴和城市提升，健全城乡一体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努力实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主要的举措围绕4个方面展开。
一是精准落实“五个振兴”要求，加

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推进
“三清一洁一改”，投入1.5亿元对鱼复
郭五地区900余户农村住房实施风貌
改造。

二是深化城市建设管理，推进大城
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实施老旧城
区、老厂区二次更新，提升城市风貌，扩
大城市服务功能和服务升级，加快推进
城镇棚户区改造。

江北区通过创新资金渠道、申请债
券等方式解决资金难题，于2019年启
动了8个片区的棚改项目，顺利完成
1390户城镇棚户区改造任务。

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江北
区2019年将鲤鱼池2号、康盛园两个
综合改造项目和国航小区、福康村、洋
河花园3个管理提升项目作为区级试
点项目，通过各业态的改造提升积累总
体推进经验。同时，出台加装电梯补贴
政策，推动业主自行筹资解决上下楼不
方便的问题——按照新增设电梯补贴
总工程款60%最高不超过25万元一部
的方式，对业主进行支持。

三是让山水江北拒绝污染。近年
来，江北区统筹“建、治、管、改”，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尤其在提升岸线品质、打

造山清水秀生态带上下功夫，扎实推
进两江四岸环境治理综合提升，全力
修复保护环江北嘴滨江5公里原生植
被。同时，在完成溉澜溪河口塔子山
公园生态景观恢复的基础上，因水制
宜实施江北嘴大台阶生态化改造，加
快建设江北嘴滩涂湿地公园，打造多
样化亲水空间。

四是让山水绿色变百姓红利。按
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要求，江
北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探索
乡村牌、旅游牌、生态牌融合发展之路，
将五宝小镇发展成为“都市后花园、市
民养心地、城乡一体发展生态旅游度假
小镇”；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以城市滨水带、城市公园为天然展台，
打造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不
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江北嘴金融核心区 摄/李显彦

观音桥商圈 摄/唐安冰

不夜九街 摄/李显彦

绿色金融城绿色金融城 摄摄//刘华民刘华民

江北 改革赋能“两高”示范区建设
经济发展“有质有量”城市品质“有颜有值”人民生活“有滋有味”

一年来一年来，，江北江北
区深入学习贯彻习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庆重要讲话精神，，
以改革赋能经济社以改革赋能经济社
会发展会发展，，在落实发在落实发
挥挥““三个作用三个作用””上体上体
现现““江北担当江北担当”“”“江江
北作为北作为””，，抢抓成渝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设重大战略机遇，，
努力建设努力建设““两高两高””示示
范区范区，，实现了经济实现了经济
发展发展““有质有量有质有量””、、
城市品质城市品质““有颜有有颜有
值值””、、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有有
滋有味滋有味””。。

措施落地见效 人民生活“有滋有味”

思路清方向明 让改革行稳致远 城乡融合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抓关键盯重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

王彩艳 杨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