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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天下安。区县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区县域经济是主力军、主

战场，发挥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防控、经济恢复、防汛救灾三场硬仗，重庆各区县（开发区）齐心协力，奋楫破浪，砥砺前行，

共同推动重庆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区县域兴则全市兴，区县域稳则全市稳，区县域活则全市活。
8月1日，我市召开2020年区县半年度经济工作视频交流会，12个区县（开发区）代表在会上发言，以

“双晒会”的形式，晒出了各自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和亮点，晒出了各自抓经济工作的方法和特点。
重庆日报记者对其中的亮点，进行了梳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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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全力推动科学
城建设，努力将其打造为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平
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支
撑”、现代化城市的“新样板”。
上半年，重庆高新区GDP增长
4.7%，科学城建设取得良好开
局。

上半年，重庆高新区推进
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超瞬态
物质科学实验装置建设，获批
全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增至5个。同
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级科
技 型 企 业 数 量 分 别 增 长
12.3%、43.9%，高层次科技创
新人才数量增长35.7%，14个
研发团队入选“重庆英才计
划”。

重庆高新区通过聚焦产
业能级提升，为科学城高质量
发展创造强劲势头。工业方

面，工业投资增长 32.1%，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9%，企
业利润增长54.2%；开放型经
济方面 ，外贸进出口总额
1344亿元，增长9.4%；新动能
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
新 兴 企 业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12.4%和 11.7%，集成电路产
业产值增长40.5%、绝对额占
全市比重超80%。

重庆高新区还着力重大项
目牵引，为科学城发展集聚动
能，加快推进中国电科12吋高
端特色工艺平台、北大国际医
院和大数据研究院等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光大人工智能产
业基地、科学谷等40余个项
目；提速建设科学公园、重庆大
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等60余个
项目；投产联合微电子8吋中
试线、SK海力士二期等20余
个项目。上半年，重庆高新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9%，位
居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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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嘉陵江环抱，在江
北嘴实现交汇。上半年，江北
区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业
态、促进新消费，努力做好“长
嘉汇”这篇大文章，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617.4亿元。

江北区把金融作为“长嘉
汇”的硬核，在投身内陆国际金
融中心和与成都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上下功夫，上市企业达11
家、市值占全市50%以上，上
市企业数量和经济证券化水平
全市第一。

把数字经济作为“长嘉汇”
的动力，在建设“智造重镇”“智
慧名城”上下功夫，新增数字化
装备普及、上云上平台等项目
33个，规上信息服务业实现营
业 收 入 99.1 亿 元 、增 长
227.3%。

把商贸作为“长嘉汇”的活
力，在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上下功夫，完善以九街为

主体的“夜经济”，观音桥商圈
主力百货直播带货500余场，
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实现32.1
亿元、增长200.7%。

把两江四岸作为“长嘉汇”
的“美丽焦点”，在江北嘴片区
整体提升上下功夫，完成全区
重大项目年度投资计划60%，
建成北滨路4.08公里慢行步
道，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开
馆，开工建设重庆第一高楼
A-ONE。

把扩大开放作为“长嘉汇”
的加速器，在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上下功夫，全区新增外资
企业12家，实际利用外资4.6
亿美元、增长57.3%，外贸进出
口总额164.5亿元、增长9.3%。

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
为“长嘉汇”的辐射，在扩大朋
友圈、提升集聚力上下功夫，与
德阳、泸州等地签订合作协议，
引进中粮大悦城、东方微银等
1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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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藤摸瓜引进来、开花结果落下
去”。永川区围绕“培育新的增长点”
危中寻机抓招商，招商引资综合考核
居主城都市区第一位。

上半年，永川区紧盯疫情中急于
扩大生产的企业，新签约企业51家。
针对线上经济逆势上扬的态势，依托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新引进阿里巴巴
全国规模最大的客服基地、中关村智
酷人才创新实践中心、帮考教育等50
个项目，推动百度西部自动驾驶测试
基地列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十大应用场景”并投入使
用。通过整装带配套，促成长城汽车
追加投资22亿元，实现其发动机、变
速器、底盘件、内外饰、电子电器五大

核心零部件全部在永川生产。通过大
项目带小项目，依托东鹏陶瓷，引进帝
王洁具、江山欧派等项目，让智能家居
产业园初具规模。秉承“做的比说的
好、干的比签的好”服务理念，推动瑞
悦汽车生产基地等项目投产，雅迪摩
托车生产基地等项目开工。

上半年，永川区还围绕“保护和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心全意抓服务，为
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疫情期间，
组织16个指导服务组，“一企一策”帮
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4月疫情形势
总体稳定后，又开展“四帮一体验”活
动，让政策直达企业、让问题现场解
决、让关系更加密切。上半年，永川区
新增市场主体6691户，经济发展根基
进一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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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璧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3%，经济运行“危中趋稳、稳中显机、
机中有新”。

通过抓统筹，璧山经济快速恢复
性增长。在以“五化”抓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全力抢时间、赶进度、补损
失。按照“对接一批、签约一批、开工
一批、推进一批、投用一批、达产一批”
的节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商合同
额242亿元。

通过抓赋能，璧山加快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注重用好大数据智能化手
段，聚力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新场景，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6.5%。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出台发展数字经济实施
意见，布局数字文创、信息安全、软件

服务外包等产业，持续实施制造业智
能化改造工程，数字经济增长20.8%。

通过抓创新，璧山加快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硬一招，瞄准科技
壁山、创新壁山目标，狠抓科技创新生
态圈建设，营造创新生态“小气候”，构
建文化、人才、研发、产业、金融“五大
创新生态”，倾力打造大学城创新生态
区。建好科技产业化、专业技术、“政
产学研”融合3类科技创新平台。建
好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突显
科学主题，聚焦“五个科学”“五个科
技”，构建“一廊四组团”空间结构，开
工建设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重
庆产教融合生态区（大学城西区）、西
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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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涪陵区紧扣建成
100 万城市人口的现代化城市目标，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经济恢复提振，主要经济指标由
负转正，其中GDP增长1.3%。

在保企业、稳存量方面，涪陵区坚
持把工业复工复产、达产满产作为经
济恢复的重中之重，组织100名领导
干部包企业、350名机关干部担任驻厂
员，帮助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减
负11.7亿元，新增企业贷款100.4亿
元，一企一策解决企业用能、用工、用
地、物流等困难，规上工业企业3月起
实现产值单月正增长。上半年，实现
规上工业产值797.2亿元，增长3.4%。

在抓项目、拓增量方面，涪陵区紧

扣重点项目扩大有效投资，工业投资、
民间投资分别增长2.8%和24.1%。坚
持补链成群，精准招商，新签亿元以上
项目23个。万凯新材料、华峰氨纶等
项目顺利投产，华通电路板等9个重点
工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这些项目达
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近1000亿元。

在促升级、提质量方面，涪陵区坚
持大数据智能化引领，新增智能工厂
3个、数字化车间10个，两化融合贯
标企业4户。加快推动技术创新，规
上工业研发投入增长13.5%。

在扩开放、增活力方面，涪陵区积
极畅通道、建枢纽，开行西部陆海新通
道涪陵—钦州铁海联运班列和宜宾、
泸州至涪陵港水水中转班轮，全区进
出口总额增长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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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荣昌区立足发挥桥
头堡作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8%，
努力唱好“双城记”，在“经济圈”建设
中打开新局。

荣昌加快复工复产抢时间，实行
分区域管理风险、分类别管控人员、分
行业复工复产的“三精准”措施，向企
业派驻区领导包片指导员、主管部门
驻厂员、卫生防疫督导员的“三员”队
伍，认真落实全市“支持企业40条”，
出台荣昌区“支持企业发展六条政
策”，减税降费3.8亿元，减免企业房
租、水电费用4469.01万元。

荣昌还狠抓“六稳”“六保”强信
心。出台“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4
项政策措施”，发放消费券1600万元，

举办汽车、房地产、陶瓷卫浴等促销会
展活动，家居、文创等消费品内销增长
一倍以上。

上半年，荣昌每季度举办一次招
商引资集中签约、重大项目开工和重
点工业企业投产活动，签约项目67
个，总投资223亿元；区级重点项目开
工117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34个。
其中，华兴玻璃新开工完成投资4亿
元，惠达陶瓷新增投资3.9亿元，瑜瀚
电子半年时间基本建成PCB产业园。

与此同时，荣昌还深化工业转型
提质量，把壮大工业经济作为发展要
务，实施智能化改造工业项目28个，
新培育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5个。
上半年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7家，食
品、医药、服饰等产业均实现了增长。

荣昌区荣昌区 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

上半年，梁平区抢抓重大战略发
展机遇，唱好“双城记”、打好“三峡
牌”、建好“城镇群”，蓄积发展新动能。

在抓项目方面，梁平精心策划项
目，新增储备申报中央投资项目254
个，总投资301亿元，居全市第一，其
中新增中央投资需求145亿元、川渝
合作项目54个。与此同时，加快项目
建设，对重点项目“揭榜挂帅”，集中攻
坚，今年计划实施的185个重大项目
已开工70%。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梁平
将2020年作为营商环境建设年，着力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该区深化“放管
服”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积极培育

“办事不求人，办成事不找人”的营商文
化，让投资者看好梁平。上半年，梁平
新增市场主体增长134%，列全市第一。

梁平还实施“凤还巢”工程，依托
返乡创业就业工业园区和数谷农场农
业创业平台等，回引了300余名梁平
籍企业家返乡发展，返乡人员创办市
场主体20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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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垫江县加快恢复性增长、
加速高质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4%，投资增长8.6%。

在具体工作中，垫江突出“四抓”：
一抓疫情防控，较早成为全市低

风险区，较快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率、限上商贸企业复市复消率、市
级重点项目和续建重大项目开工复工
率100%。

二抓利企服务，加快、高线执行中
央和市级惠企惠民政策，县内出台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10条、建筑行业
生产经营措施10条，注资形成6亿元

“抗疫贷”资金池，开展“千人联千企”
行动，推出“垫小二”企服系统，市场主
体享受各类资金支持20亿元。

三抓动能集成，落地招商引资项目
73个，其中主板上市企业3家，引进数
字经济企业12家，拓展应用场景12个。

四抓调度保障，实施“项目推进攻
坚季”“企业服务升级季”“落实六保托
底季”等，推动产能、动能、潜能有效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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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今年
上半年，该县以脱贫攻坚为统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
运行止缓有效、稳定向好。

作为农业大县，奉节聚焦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完善以柑橘为核心的
50亿级特色水果产业链，推动116万亩
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与此同时，提高智能化标
准化组织程度，成功研发智能养蚕2.0
系统，测土配方施肥157万亩，技术覆

盖率95.3%。推进奉节白茶、油橄榄、
中药材等农产品“接二连三”，开工建设
正邦30亿元生态循环农业项目。

在升级发展业态方面，奉节突出一
镇一特色、一村一主导，打造20个山地
特色城镇、8个美丽江镇、11个乡村振
兴示范村、27个美丽江村，亿元产值村
达22个、千万元产值村达106个。上
半年，奉节还推出了三峡之颠、三峡原
乡两大景区，打造“巅峰双峡”精品游线
路，上半年接待游客623.1万人次，其中
乡村游占比近一半，增长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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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武隆区突出旅游引领，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1.5%，顺利实现由负
转正预期目标。

2月22日，武隆在“管控实、研判
早、行动快”的基础上，在全市率先恢
复景区对外开放，上半年接待游客
131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53.8亿
元。该区着力挖潜狠抓乡村旅游，打
造了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串联起所
有街镇乡，累计建成乡村旅游示范村

点20余个，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个。今年“五一”期间，仅芙蓉街道
堰塘村、黄莺乡复兴村就接待游客6
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70余万元。

在民生方面，武隆区全面落实“六
稳”“六保”要求，累计提供岗位2万余
个、新增城镇就业2408人。此外在防
汛救灾方面，成功预警处置了“7·25”
土地乡中堡地灾滑坡险情，全区未发
生因汛因灾导致人员伤亡和返贫致贫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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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依托扼守渝东南门户的区
位优势，全面推进商贸服务，辐射功能
不断增强。

秀山专业批发市场入驻经营户
3300余家、县外消费比例超过60%，
快递分拨中心日均发送包裹 5.5 万
个、快递上行件增长7.1%，省级区域
性商贸物流中心优势日益明显。农
村电商亦是如此，秀山已建立超过

2000个电商产业扶贫基地，新投产
电商产品加工线 19 条、累计达 44
条，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农特产
品电商销售额分别增长 11.8%、
8.9%、14.6%。

该县切实加强招商引资，“走出
去”对接客商170余家，签约项目11
个，年产值45亿元的唐人神生猪全产
业链、年产值超10亿元的浙江玉环汽
配项目落地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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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是重庆经济的
“火车头”，上半年新区紧扣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
内陆开放门户、建设智慧之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GDP 增长 4.8%，增速全
市第一。

上半年，两江新区加快推
动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转
型升级，迈向中高端。其中，汽
车产业抓龙头抓产业链供应
链，进军高端化智能化，产值增
长8%；电子信息产业抢订单
扩产量拓市场，实现量质齐升，
产值增长5.4%。

在稳住“支柱”的同时，两
江新区还狠抓招商引资，上半
年招商引资662.4亿元、投资
额全市第一。这些项目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及新基建
项目分别占签约总金额的
98%和65.5%，科创项目投资
额达134.7亿元、增长140%。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55个市、

区两级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双
过半”，其中16个工业项目投
资1740亿元、占总投资70%。

智慧之城建设方面，今年
上半年，新区荣获全国双创示
范基地考评“新区类”第一名，
新增科技型企业342家；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新增注册数字
经济企业422家，累计近5000
家；礼嘉智慧公园二期即将投
用，智能化体验应用场景更丰
富；两江协同创新区签约上海
交大、中国药科大等7家科研
院所，累计24家。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方面，
两江新区与天府新区共同唱好

“双城记”、打造内陆开放门
户。上半年两江新区外资外贸
外经加快发展，实际利用外资
11.2亿美元、增长6.4%，新增
外资企业20家，合同外资额增
长136.2%。果园港发挥港口
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完成铁
水联运 3.1 万标箱，占全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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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
上半年区县经济亮点
▶两江新区
GDP增长4.8%，增速全市第一
▶重庆高新区
GDP增长4.7%，科学城建设开局良好
▶江北区
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业态、促进新消
费，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17.4亿元
▶永川区
招商引资综合考核居主城都市区第一位
▶璧山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3%
▶涪陵区
作为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城市之一，
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正，GDP增长1.3%
▶荣昌区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8%，努力唱好“双

城记”，在“经济圈”建设中打开新局

▶梁平区
新增储备申报中央投资项目254 个，总投资

301亿元，居全市第一

▶垫江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4%，投资增长8.6%
▶奉节县
以脱贫攻坚为统揽，经济运行止缓有效、稳
定向好
▶武隆区
突出旅游引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5%
▶秀山县
依托扼守渝东南门户的区位优势，全面推进商
贸服务，辐射功能不断增强

找准切入点突破口，推动上半年重庆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1212区县区县““双晒会双晒会””上晒高招上晒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