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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市数字经济增
加值 5250 亿元，同比增长
15.9% ，数 字 经 济 企 业 达

15000余家，数字经济发展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发展指数排名全国前
十

2020 年 1 季度，全市数字经济逆势增
长，实现增加值 1157.3亿元，同比增长
0.3%，高于GDP增速6.8个百分点，占全市
GDP总量23.2%

2018 年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共有
407 位国内外企业高层，以及
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202

名国外专业嘉宾参会，参展企业537家，

展览面积18.6万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

类型展会中位居前列，签约项目501个，

投资金额6120亿元
2019 年 8 月，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8个国家（地区)的

843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21万平方米，

签约项目530个，投资金额8169亿元

2018年3月，市委市政府
印发《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

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智能产业
基地和全国一流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
之城，打造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加快建设两江数字经济
产业园，截至 2019 年，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1467亿元，近三
年年均增长17.7%

提档升级仙桃数据谷，截至2019年，数
字经济规模近 168亿元，累计入驻企业

203家
揭牌建设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截

至2019年，大数据智能化产业规模730亿
元，年均增长11.3%

精心打造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
2019 年 8 月正式开园，集中打造了4个场

馆、25个场景和50个体验项目
启动建设两江协同创新区，截至2019

年，签约落地高校科研院所20余个，建成创

新平台30余个，导入科研人员800余人
高标准规划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截

至2019年，核心区数字经济规模达 2158
亿元，集聚市级以上研发机构169个

2020年4月，年度首轮新
基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涉及
总投资815亿元。目前累计

策划储备重大项目 368个，

总投资3926亿元

2018 年以来，累计实施

1483个智能化改造示范项

目，建设智能工厂 39个、数

字化车间 177个，打造长安

汽车等 10家智能制造标杆
企业

截至2020年5月，SK海力
士封测二期、蚂蚁金服、腾讯
西南总部、腾讯数据中心、紫
光工业互联网区域总部等一
批重大项目建成或基本建成

投产，新增产能约2300亿元，其中2019年

新增税收超100亿元。阿里、腾讯、京东本

地累计纳税127亿元

截至 2020 年 5 月，全市
已建 5G 基站 3.2 万个。数
字重庆云平台建设加快，初
步构建起以 5 家云服务商为

支撑、134项云服务清单为内容的政务云
服务体系

市委市政府一手抓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一手抓新兴产业
补链成群，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突出抓好智能制造方面，
积极引导重点企业聚焦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经营管
理、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建设智
能制造示范项目。

在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方
面，着力提升工业、服务业、农业
数字化水平。

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方
面，近三年来，全市“芯屏器核网”
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智能产业“血
肉”更丰满、“骨骼”更强壮、势头
更强劲。

集中力量打
造“智造重镇”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把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作为当期稳增长、长远促
发展的有力举措。

一是推进5G组网建设和融
合应用，实现5G连片规模组网，
截至今年5月累计建成5G基站
3.2万个。

二是推进两江国际云计算产
业园建设，已建成规模位于西部
前列的数据中心。

三是建成投用中新（重庆）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作为全国
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
际数据专用通道，其具备“高速率”

“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特点。
四是策划建设中新互联互通

超算中心，推动数字经济规模化、
国际化发展。

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为聚集创新资源、优化空间
布局，市委市政府部署推进一批
重大平台建设，初步形成特色各
异、功能互补、齐头并进的数字经
济平台发展格局。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重点发
展数字基础型、数字应用型和数
字服务型三大类产业；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围绕建成中国大数据产
业生态谷的总体目标，瞄准智能
硬件产业打造产业集群；中国智
谷（重庆）科技园形成5G、集成电
路、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产业集群；两江新区礼嘉智慧
体验园重点打造集时间、空间、层
次于一体的生活场景体验平台；
两江协同创新区注重产城景融
合，彰显“生态+科技”内涵，打造
人文、智慧、科技融为一体的高端
人才聚集地。

此外，重庆高标准规划建设
西部（重庆）科学城，举全市之力、
集全市之智，加快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
西部（重庆)科学城作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头戏，正逐
步成为重庆创新发展的核心引
擎。

打造一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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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数字经济发展
改革试点。

一是获批建设首批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数字
经济要素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
系、要素资源配置、产业集聚发展
模式等方面探索和尝试。

二是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重点开
展智慧旅游、智慧物流、智慧交
通、智慧生态保护应用示范，打造
具有山城特色场景的智慧城市。

三是成功入围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五大国家顶级节点建设城
市，顺利运行并服务陕西、宁夏、
贵阳等地，标识解析量100余万
次。

四是成功入围国家首批5G
规模组网和应用示范城市，加快
5G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

推进一批数字
经济领域改革发展
先行试点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数据
智能化人才队伍建设，成立大数
据智能化人才领导小组，统筹抓
好智能人才与技能人才，推动人
才与发展有效匹配、教育与产业
紧密对接、科技与经济深度融
合。重庆已经成为大数据智能化
人才洼地，成为大数据智能化专
业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园。

一是优化“近悦远来”人才发
展环境，出台《重庆市科教兴市和
人才强市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二是提高人才培养引进的精
准性实效性，建设智能制造、智慧
交通等30个人工智能+学科群，
每年投入3000万元支持学科群
建设。

三是强化与国内外高水平大
学和科研机构合作，三年来累计
引进各类新型研发机构83家。

培育大数据智
能化专业人才队伍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招商引资力度，重
庆日益成为大数据智能化创新高
地，数字经济企业争相投资兴业
的一方热土。

深入开展精准招商，全方位
收集世界500强企业、国内500
强、知名国企、央企等客商资料及
投资信息，精准有效地开展招商
引资。

密集签署合作协议，2017年7
月以来，充分利用智博会、西洽会
等平台，通过线上签约、集中签约
等方式，全市招商累计签约项目
3158个、合同引资31695亿元。

持续推进项目落地，截至今
年5月，SK海力士封测二期、蚂
蚁金服、腾讯西南总部、腾讯数据
中心、紫光工业互联网区域总部
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或基本建成
投产，新增产能约2300亿元。

深化与大数据
智能化领军企业
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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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让广大群众共建共享智慧生
活。全面推行实施“云长制”，首
批在政法、组工、城乡建设、交
通、农业、对外开放6个系统设

“系统云长”，各区县政府、市级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各单位“云
长”。加快构建“云联数算用”全
要素集群，在“云”“联”“数”“算”

“用”方面，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整合上云水平居全国领
先。率先发展线上业态、线上服
务、线上管理，不断拓展数字经
济新领域。

高水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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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由记者匡丽娜、
张亦筑采写和整理）

2017年 10月，市委市政府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谋划
实施“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
计划”，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列
为八项行动计划之首。

在顶层设计方面，要求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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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
名城”，为全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明
了路径和抓手；对推动构建以“芯
屏器核网”为重点产业链的“智造
重镇”、以“云联数算用”为要素集
群的“智慧名城”进行重点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

在加强组织实施方面，提出
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
智能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的大数
据智能化应用示范之城，打造数
字经济先行示范区。成立重庆市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领导小组，组
建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
局，加强全市大数据智能化领域
管理。

在加强政策支持方面，从智能
产业发展、智能改造升级、智慧城
市建设方面完善政策支持，推动重
庆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渐入佳境。

作出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战略
部署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018 年 8 月，成功举办首
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希望与会
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韩正副总理
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并致辞，宣布智博会永
久落户重庆。

2019年8月，成功举办第二
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强调“中
国高度重视智能产业发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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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创智能
时代，共享智能成果”。刘鹤副总
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目前，智博会已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行业引领性、品牌美誉
度的智能技术和智能产业交流合
作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
连续向两届智博会
致贺信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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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市之力举全市之力 集全民之智集全民之智

重庆努力谱写数字经济发展精彩华章重庆努力谱写数字经济发展精彩华章
核 心 提 示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落实2018年、2019年连续两次向在我市举办的智博会所致
贺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挖掘大数据商用、政用、民用价值，着力用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全市数字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6月22日召开的重庆市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大会提出，面向未来，重

庆发展数字经济，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和优势条件，举全市之力、集全民
之智，倾力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城”，引领全市加快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 把握新机遇，强化发展数字经济的责任担当

要更加注重观大势、育新机、开新局，努力谱写数字经济
发展精彩华章，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这是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举措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既是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助力。
●这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重庆来讲，新的增长点可以有很多，具有引领性支撑性

的就是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的、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经
济。

●这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催生更多智慧生活

新业态，持续扩大有效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
化、高品位的服务需求。

二、 激活新要素，深度挖掘数据价值

要着眼“聚、通、用”着力激活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充分利
用数据，加快形成数据生产要素高效集聚、互联互通、开放共
享的良好局面。

●要推动数据高效集聚
●要加强数据处理加工
●要促进数据顺畅融通
●要推进数据开放共享

三、 培育新动能，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

要把握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有利时机，发
挥创新驱动作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
方向发展，充分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以新动能推动新发
展。

●要突出抓好智能制造
●要大力发展智能产业
●要积极拓展智能应用

四、 发展新业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认清大势、主动作为，突出提质、扩容、增效，不断发展
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

●要加快发展生产性互联网服务业
●要切实抓好生活性互联网服务业
●要着力扩大线上消费

五、 加强新治理，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
模式创新

要围绕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目标，加快推动大数据智
能化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深度
应用，让老百姓享有更多智能红利。

●要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要推动数字民生服务
●要促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

六、 夯实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好《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
项目建设行动方案》，着力补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短板。

●要着力完善“硬支撑”
●要着力提升“软实力”

七、 打造新平台，促进数字经济集聚发展

要加快建设一批重大战略平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培
育壮大平台经济新动能，推动我市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集约
化发展。

●要打造一批产业发展平台
●要打造一批研发创新平台
●要打造一批专业服务平台

八、 强化新支撑，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

●要强化人才支撑
●要强化科研支撑
●要强化金融支撑

九、 探索新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潜能

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创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加大探索
力度，不断总结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要围绕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抓改革创新
●要围绕数字经济法制化标准化抓改革创新
●要围绕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抓改革创新
●要围绕数字经济监管服务抓改革创新

十、 构建新格局，凝聚数字经济发展强大合力

进一步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按下“快进键”，跑出“加
速度”，用实干实绩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

●发挥好“政”的作用 ●发挥好“产”的作用
●发挥好“学”的作用 ●发挥好“研”的作用
●发挥好“用”的作用 ●发挥好“媒”的作用

盘点成效盘点成效 有九件大事尤为突出有九件大事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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