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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经济，总是这

样引人注目。

2019年，渝北区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848.2亿元，经济总量

再次居全市第一。

其实，渝北的经济

总量，自2011年跑到全

市第一后，已连续9年，

走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

前列。

渝北经济的发展，

为何能够持续稳居全市

前列呢？

“是对标世界标准

营造出的优良营商环境

推动了大开放，大开放

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

渝北区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说，渝北严格对标对

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11项指标，在精

心打造营商环境中，渝

北起到了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的“窗口作用”，高

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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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刘雪梅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

半年前的一天，渝北区招商
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来了一位
拥有自己科研成果的投资者，他
是抽在江北机场乘飞机返回的
时间，顺便到这里来碰一碰投资
的“运气”。

这位投资者利用自己的一
项科研成果已经在东部发达地
区办了一家出口企业，并正在准
备上市。由于其需要扩大发展
规模，他已经到西部地区考察了
半年时间，已基本选定投资地
点。在此次经重庆返回时，有人
向他推荐了具有优良营商环境
的渝北，所以顺便来看一看。

在渝北区招商办，刘雪梅接
待了他。在短短半个小时的交
流中，这位投资者就感受到了渝
北的营商环境确实“与众不同”，
决定再来一次“选择”。

回去后没两天，这位投资者
就将自己的投资项目资料发过
来,渝北区招商办立即安排专业
招商公司带对方考察项目的情
况。在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后，渝
北区从区领导到相关职能部门都
围绕这个项目的引进行动起来。

经过几次接触，不到一个月
时间，渝北优良的营商环境就深
深吸引了这位投资者，他陆续又

介绍了几位投资者过来考察。
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中。

渝北的营商环境有多优
良？刘雪梅用市里考核的数据说
明：2019年，渝北总共引进项目
有152个，合同投资达1416亿
元；今年上半年的引资正式合同
投资额，再次居主城都市区第一。

优良的营商环境，使渝北成
了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门
户”，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大格
局。

而这个“门户”具体体现在
渝北通过优良的营商环境，在开
放平台、开放通道、开放程度上
都在全市领先。

开放平台建设上，渝北在重
庆的区县中已经先行一步。

2008年，重庆两路寸滩保
税港区（下称“重庆保税港区”）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这一规划
面积8.37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
是全国第一家“水港+空港”一
区双核、内陆型唯一的保税港
区，也是全国进行贸易多元化试
点的两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之一。

渝北两路的重庆保税港区
空港功能区，无缝对接了国内首
批规划建设的4条跑道、内陆最
大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并发挥
了保税加工、物流等功能，吸引
高端电子信息产业落户，并为宏

碁、华硕等知名电脑品牌商及其
ODM企业，量身打造了电子信
息产业生产基地；同时，依托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打造现代商贸
物流园、航空物流和临空物流产
业园，已吸引菜鸟网络、嘉民、安
博、普洛斯等国内外物流企业入
驻。

重庆自贸试验区渝北板块
（下称“渝北自贸板块”）是渝北
的又一个开放平台。这一平台
实施面积达9.92平方公里，重点
发展国际物流聚集区、临空产业
集聚区、国际商务集聚区、大数
据应用区四大产业板块。

渝北在这一开放平台上已
进行了众多的改革试点。目前，
重庆自贸区总体方案151项改
革试点任务中涉及渝北的 91
项，已实施82项，主要在构建技
术研发、工业设计、知识产权等
公共服务平台、推广大数据应
用、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落实了产业聚集区
自主管理、国际贸易公共服务平
台、金融融资便利化等改革事项
和创新举措100多条。

由渝北区发改委牵头进行
的“一本报告管全域”试验提出
在自贸试验区内，率先探索通过
政府统一购买第三方中介服务
来提前编制完成相关基础性报
告，区域内所有的工程建设项目
均可免费共用报告成果。目前，
这一试验成果已为自贸区内的
企业带来了红利。

入驻渝北的重庆金果源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就获得了红
利。这家公司在第二阶段办理
工程规划许可证时，需要编制数
十个报告。以前单个项目单独
编制报告大概需要5万至10余
万元，报告编制及评审大致需要
15个工作日。现在通过“一本
报告管全域”的改革红利，不但
免费使用8个报告成果，办理程
序还便捷，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除承接投资项目的开放平
台外，渝北在生态建设、城市建
设、乡村振兴甚至社会治理等方
面都形成了开放的格局，重庆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门户”已名
副其实。

渝北区2020年二季度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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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营商环境推动全方位大开放

一次签约数十个大项目，引进投
资数百亿元。近两年来，渝北每年都
有这样的大手笔。

2019年12月26日，渝北区集中
签约引进 31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384亿元；今年6月23日，渝北再次
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会，引进了长
安凯程汽车、紫光建筑云总部、万科
重庆临空智能冷链食品产业园等35
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
331.1亿元；今年上半年，渝北就签约
落户59个招商项目，新签约项目正
式合同额达442亿元。

引进一个项目，带来一条产业链
条。近年来，渝北已多次创下这样的
奇迹。

在今年6月23日的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会上，渝北引进的OPPO公司
的产业链上又落户了几家企业。

去年11月8日，位于渝北区的重
庆临空前沿科技城举行了一个隆重
的投产活动——OPPO（重庆）智能生
态科技园（一期）项目正式建成投产。

据介绍，这一园区总投资将达
70 亿元，占地面积约 1524 亩，于
2018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园区建
设分两期实施，全面建成后，将成为
OPPO全球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物流
中心，也将成为集智能制造、自动化
仓储、硬件研发于一体的智能科技园
区，形成一条智能终端产业链。

这个年产值过300亿元的项目
为何能落户渝北？

“是渝北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我
们。”OPPO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渝北
区有很好的区位、产业等优势，能够满
足OPPO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能够让
OPPO的产业链迅速发展延长。

大开放已为渝北引来了一大批
大项目，加快了渝北经济的大发展。

9.92平方公里渝北自贸板块开
放平台，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渝
北经济发展的项目承接地。

2018年，渝北自贸板块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达4.1亿美元；建成
投用了临空国际贸易示范园；推动东
方嘉盛与临空投公司合资组建渝非
欧供应链管理公司，为笔电、汽摩、手
机等工业提供外贸综合融资服务；出
台《重庆自贸区渝北板块金融创新工
作实施方案》后，自贸区渝北板块内
的金融机构已达到39家；到今年上半
年，渝北自贸板块内已登记注册企业
7096户，注册资本金达到310亿元，
并已引进中新合作重点项目9个。

“1980年，渝北全区的工业总产
值仅有5745万元，在当时重庆市的
区县中，被称为‘江老幺’。”渝北区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说，到2019年，全区
规上工业总产值已超过2730亿元，

是 1980年的4700倍、年均增长约
25%，从业人数达到约20万人，工业
经济总量已连续15年位居全市第一。

渝北通过对外开放，招商引资，
已引进建起一大批新兴工业企业。
目前，全区已形成以汽车、电子为主，
涵盖装备、消费品、大数据智能化等
行业的新兴工业产业体系。

开放，不仅从规模上把渝北推到
重庆区县中的第一位，更可喜的是，
通过大量人才的涌入，高科技项目、
高效益产业的引入，已开始把渝北的
经济引向高质量发展。

近两年来，渝北的新兴产业得到
快速发展。如智能终端产业已成为
全区工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围绕江北
国际机场的航空产业园，已在快速启
动建设；阿普格雷、西南芯超、金创谷
等一批生命健康企业入驻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在生物科技产业上，润泽
医药申报专利2418件，获批1430
件，居全国医药行业、全市民营企业
前列，并建成西部地区第一面专利
墙；仙桃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园揭
牌，集聚了ARM、高通等知名半导
体厂商，以及物奇科技、钜芯、协同创
新光电、线易科技等IC设计企业，为
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奠定了基
础。

在对外开放中，渝北还引进了一
大批科技型企业和项目，使高新技术
产业，引领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在主营收入、战
略新兴产业产值中的占比，均超过三
分之一以上，在全市位居前列。全区
的科技型企业户数已占了全市的
11.23%，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户
数在全市居第一。

开放，给渝北带来了五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基础。目前，渝北正
在快速地推进以前沿科技城、空港工
业园为主要承载地的千亿级智能终
端产业集群；以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及

“三龙”等现有商务楼宇为重要承载
地，打造千亿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
群；在龙湖天街、中粮大悦城、新城吾
悦广场等打造千亿级两江国际商务
中心；以创新经济走廊为承载地，打
造千亿级现代消费走廊；联手江北国
际机场和保税港区,打造千亿级航空
物流园。

“优良营商环境推动渝北成为重
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门户’，大开
放促进了渝北的经济快速、健康、高
质量地发展。”渝北区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说，“这就是渝北经济总量能够
稳居全市前列的真正原因。”

大开放促进渝北经济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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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营商好环境助推经济跑岀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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