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20 线上智

博会上，永川区围绕

“重庆云谷·数字永

川”主题亮相展会，全

方位展示该区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成效。

据了解，这也是

该区第一次对外正式

推出“重庆云谷”招

牌，标志着永川大数

据产业园已实现从

“声谷”向“云谷”的创

新升级。

永川区委常委、区新城建管委
党工委书记邓文表示，下一步，永川
大数据产业园将加快构建“1+6”大
数据产业发展体系，进一步夯实新
基建、发展新业态、培育新动能，全
面推进数字经济集聚发展。

“1”就是做大做强一个产业园，
着力打造增长极。依托永川大数据
产业园，进一步做大做强服务外包、
软件信息、大数据处理等板块，力争
到2022年，入园数字经济企业达到
400家，从业人员3万人，实现产值
500亿元，助力永川加快建设全市
重要的数字产业示范区。

“6”是建好用好六大平台——
一是打造数字经济产业人才平

台。做强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力
争引入联盟成员高校达到100家，
加快建设人才供需公共服务平台，
构建每年可输出3万人的大数据人
才蓄水池。深化政校企合作，新设
立数字经济相关二级学院2个，年
招生规模达3000人以上，新开启联
合实验室、订单班、实训基地等合作
项目50个以上。强化人才素质培
养，依托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创新中
心、勾正数据实训中心等人才技能
提升项目，每年引进全国大数据、人
工智能、数字内容制作专业实训本

科学生3000人以上，为产业升级做
强人才蓄水池。

二是打造自动驾驶产业生态平
台。加快推进百度西部自动驾驶开
放测试基地建设，形成集“实验室、
封闭道路、开放道路、虚拟仿真”为
一体的全链条测试服务体系；有序
推出“快速公路、高速公路”等全国
稀有测试场景；加快推动自动驾驶在

“出租、公交、环卫、快递、货运物流”
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建成全国服
务体系最完善的自动驾驶测试和应
用基地，在永川加快形成以智能驾驶
技术为引领的智能化产业体系。

三是打造数字内容创新平台。
以数字内容创新和制作为抓手，加
速数字内容产业集聚。其中，在数
字影视产业上，将以数字影棚为特
色，新规划建设10个实景影棚，延伸
影视基地配套产业，瞄准每年来渝的
200余个剧组，拓展全国大型影视
剧、动漫、网剧等拍摄市场，力争每年
承接有关影视、综艺制作、制片业务
订 单 20 亿 元 以
上。以影视产业创
新服务中心为基

础，聚集国内知名的原创内容生产、
制作团队50家以上，力争永川域内
每年出品或制作10部原创影视和动
漫项目，加快打造西南数字影视产业
集聚区。

四是打造西南大数据处理平
台。聚焦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数据
审核、数据模型分析与应用等领域，
进一步聚集人和集团、爱奇艺、字节
跳动、B站等数据处理项目，数据处
理坐席力争达到7000席以上，加快
建设西南数据处理基地。同时，加
快推动与披云网络、中国移动的项
目合作，全力建立渝西大数据中心，
项目首期规划建设服务器 10000
台，为永川大数据处理和数字影视
制作提供云计算支撑。

五是打造城市数字化平台。重
点提升公共服务能级，加快推广“服
务公社”信息惠民平台，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智能便捷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构建网上城市公共服务体
系。加快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推
进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实践应用，实
现在城市交通、消防、应急等领域的

仿真推演和辅助决策。加快推动数
据共享，充分运用“服务公社”数据
融合成功经验，优化永川政府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各行业政务数
据互联互通，推动实现“大城智管、
大城细管”。

六是打造高端研发平台。依托
国家级高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和环文理学院创新生态圈等创新
平台，建设成渝产业协同创新高地，
加快引进和培育高端研发机构，走
上以研促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培
育壮大西南大学生物技术产业研究
院，加快蚕丝研究成果转化，力争3
年内科技成果转化产值达10亿元；
推进microLED显示技术研究院落
地，力争5年内实现量产，形成百亿
级显示制造企业。依托重庆医科大
学，在永川建设医学数据研究院和
医学数据平台，推动区域医疗、康
养、科研领域的“产、学、研”融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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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呼叫”起家
已成重庆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据介绍，永川大数据及信息
服务产业是在零的基础上，从“呼
叫中心”起步发展起来的。

2008年，永川区新城建管委
决定在新城区兴龙湖公园设立

“永川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几年
后更名为“永川区软件与服务外
包产业园”），定位“中国西部声
谷”，大力发展以呼叫中心为主的
服务外包产业。

其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扩
城”。推进产城融合发展，通过发
展园区、引进企业、提供就业的方
式，吸引人口入住新城，加快新城
发展步伐。二是“留人”。永川有
17所职业院校、14余万名在校
生，每年毕业生数量近3万名，但
每年留在永川就业的毕业生只有
数千名，90%以上都去了沿海地
区和大城市就业。

“呼叫中心”等信息服务外包

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仅用一
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就可开展服
务，不受地域限制，能吸纳大量就
业人口，且没有污染。加上永川
毕业生多，且在房价、工资、生活
成本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适宜
发展这一产业。

为吸引企业入驻，永川区还
修建了产业楼宇和人才公寓，企
业来了就可“拎包入住”，租金也
很便宜。

就这样，永川引进了重庆先
特、香港电讯盈科等一大批信息
服务企业，奠定了大数据产业的
发展基础。一直到现在，信息服
务仍是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占比最
大的一项主导产业，相关企业共
有50余个，长期为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中国建设银行、美国利宝
保险以及重庆广电、重庆电力等
提供全球业务流程外包解决方
案。其产业服务范围、坐席规模、
从业人员和人才支撑规模均达到

西南地区最大。
2018年，我市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并在当年举办首
次智博会，给永川大数据及信息服
务产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

为此，永川区将“软件与服务
外包产业园”更名为“大数据产业
园”，并出台“大数据发展20条”

“职教发展24条”等系列扶持政
策，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
2019年8月举行的智博会上，永
川大数据产业园一举集中签约了
83个大数据项目。

截至目前，永川大数据产业
园已建成产业楼宇近70万平方
米，形成“一园四区”产业布局，聚
集企业365家，从业人员近1.5万
人，成为重庆单体规模最大的大
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今年1—7月，永川大数据产
业园新引进阿里巴巴、中关村软
件园、博彦科技、影视产业服务中
心等项目55个，实现营收139亿
元，同比增长15.4%。

通过3年时间的快速发展，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由过去相对
单一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
业，构建形成了服务外包、软件
信息、数据处理、数字内容、电子
商务等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数字
经济产业体系。

在服务外包领域，永川现已
引进和培育发展阿里巴巴、山东
泰盈西南总部、携程网海外客服
中心、香港电讯盈科、帮考网等
信息服务外包企业50余家，建
成呼叫中心坐席近10000个，业
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年受
理各类订单9.8亿单、完成营业
额 60 亿元，产业形态实现从

“呼叫中心”向“智能客服、数据
服务、高附加值业务”成功转型。

在智慧城市领域，园区以永
川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引进百
度、中国普天、软通动力、航天科
工等软件和互联网企业130多
家，建成智慧交通、教育、政务等
平台10余个；自研“服务公社”
信息惠民平台，接入永川28个
委办局咨询业务824项，在线办
理业务 609项，已面向山东高

青、湖北嘉鱼、大足、荣昌和綦江
等城市推广复制。成功研发全
国首个数字孪生城市平台，为永
川城市管理、应急治理提供仿真
推演决策辅助。百度全国首个
L4级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已
开启试运行，建设完成后可承载
200余台自动驾驶汽车同时开
展测试验证。

在数据处理交付领域，园区
依托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创新中
心、博彦科技、文思海辉、知道创
宇等龙头企业品牌带动效应，汇
聚数图工场、数慧易云、爱搭塔

等90余家数据处理项目，建成
坐席4000余个，年处理数据量
达20亿条，基本建成阿里巴巴
天猫运营服务、字节跳动内容审
核、腾讯地图标注、微信认证审
核、百度自动驾驶标注等科技头
部企业全国业务交付基地。

在数字内容方面，园区已建
成数字影视棚、达瓦先进影像平
台等数字制作环境，落地影视产
业创新服务中心，引进、培育影
视文创项目50余家，数字内容
创作和制作两大核心体系基本
建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

仿真系统”“数字人实时渲染系
统”项目成效获业界高度认可；
数字电影《山城谜案》开机，3部
动漫作品推向市场。同时与10余
所川渝高校达成长效合作，每年可
输出数字内容人才近2000人。

在电子商务方面，园区延展
培育直播、小视频新兴电商模
式，引进吉之汇数字农品、超级
蜂巢、聚丽电商、省心购等电商
企业近40家，建成全国性农产
品综合交易电商平台，年交易额
达到102.7亿元，居重庆本土电
商平台首位。

在人才培育方面，永川区牵
头成立了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
才联盟高校，现已有全国75所
高校加入联盟。普天、讯飞两个
大数据二级学院在校生规模达
2000余名，近1000名学生将进
入园区就业；引进中关村人才创
新中心、达瓦大数据学院、勾正
数据全国实训中心3个人才项
目，每年将引进来自全国的实
训、就业人才近2000名，为永川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
才保障。

聚焦“三新”
加快构建“1+6”大数据产业发展体系

从“单一”到“多元”
形成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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