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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为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的重要系列
活动，线上重大项目
招商签约活动和一系
列重点项目签约活动
相继举办。

其中，西部（重
庆）科学城带来总投
资额超1000亿元的
招商引资项目，以一
份极具分量的招商
攻 坚 成 绩 单 ，为
2020线上智博会献
礼助阵，为科学城建
设添注强劲新动能。

智博会期间，科
学城共签约项目43
个，总投资额高达
1012.4亿元。其中
平安建投大健康产
业园、苏交科集团西
南中心、星星数字能
源总部、IBM重庆分
公司、小米华西总
部、招商交科院国家
山区综合智能交通
技术创新中心、国药
集团医疗电子CD-
MO 智能智造基地
暨研发服务平台、泰
格医药临床研究西
部（重庆）中心、大唐
高鸿重庆智能网联
中心9个项目，作为
代表参与了2020线
上智博会线上重大
项目招商签约活动。

百度阿波罗西
部（重庆）科学城智
能汽车研发中心项
目、中电科集团项目
在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的见证下签约，
百度公司董事长李
彦宏、中电科集团董
事长陈肇雄分别出
席相关活动。

招商引资是科
学城建设的“奠基
石”。作为科学城的
核心承载区，重庆高
新区承担着高起点
高标准建设科学城
的重要历史使命，在
招商引资中坚持突
显科学主题、招大引
强选优，在本届智博
会中，更是一举拿下
世界 500 强、中国
500强、知名央企国
企、优质上市企业、
互联网科技龙头、高
水平科研机构等一
批重磅项目，为科学
城建设献上了一份
令人瞩目的重量级
“大礼包”。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是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具
体行动，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城
市化浪潮的战略选择，是打造重庆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重大举措。
科学城将紧紧围绕“科学之城、创
新高地”的总体定位，紧扣“五个科
学”“五个科技”，打通产学研创新
链、产业链、价值链，构建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让“金篮子”装
满“金鸡蛋”。

如今，重量级项目纷纷签约落
户、“高”“新”产业生态圈的迅速集
聚，正体现了广大优质企业和科研
院所对西部（重庆）科学城未来发展
前景的看好，彰显了科学城作为“科
学之城、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
蓬勃生命力。

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西部（重庆）科
学城将进一步突显“科学”主题、唱
响“创新”旋律，在招商引资方面精

准发力“十科”，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构建以技术
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核心的现代
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助力建设“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招商引资见成效 6家世界500强企业加盟

以国家级战略为支撑的西部（重
庆）科学城，在本届智博会中，吸引了
6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倾力加盟，包
括中电科集团、中国平安、国药集团
等央企，龙头民营企业小米，以及国
际知名企业IBM。此外，苏交科、泰
格医药等优质上市企业项目，万帮数
字能源等行业龙头企业项目也签约
落户。

这些企业带来的项目与大健康、
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术
服务业等科学城主导产业结合紧密，
把企业优势强项与科学城产业发展
需求进行了精准匹配与精心谋划，未
来将以雄厚的实力向科学城注入世
界领先的技术、资本、人才等丰富资
源，并强力带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加速聚集，让科学城的产业发展

“赢在起跑线上”，为科学城参与全球
竞争提供超强辅助。

比如，由世界500强中国平安集
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平安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的平安建投大健康产
业园项目，将结合科学城在大健康领
域的产业规划，通过内外部资源导
入，构建以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及其
上下游产业为主的完整产业链。

大健康产业园发展重点包括生物
药（抗体药物、基因治疗、疫苗等）、高

端化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并将
优先布局科学城拟重点培育的特色主
题，形成1-2个具有特色鲜明的主题
（如医疗机器人等）空间。同时，通过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为科学城导入
高素质产业人群，激发城市活力。

IBM重庆项目将打造集办公、展
示、研发、培训一体化的高科技创新集
群（Watson Build重庆新型基础技
术创新赋能中心）。通过该中心的建
立，将引入IBM全球领先的人工智
能、物联网、5G与边缘计算等新型基
础技术相关解决方案、资产、专家资源
落地科学城，为科学城经济与技术发
展、科技人才培养助力，推动传统产业
升级。其建设内容包括创新赋能中
心、IBM车库创新服务及创新专家支
持、IBM汽车行业创新展示中心、AI
学院平台、IBM生态赋能、创新扶持计
划及运营服务支撑，加快新兴产业与
创新资源的集聚发展，推动重庆市产
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作为国内首家工程咨询行业上
市公司，苏交科集团此次签约的西南
中心项目，拟设立西部营销中心、财
务结算中心、西部智库、数字化资产
运营中心、检测认证、环境检测认证
及设计咨询等机构，通过全方位导入
苏交科集团策划规划、设计咨询、检

测认证等优势业务，打造成为西部地
区领先的“工程技术服务”产业基
地。该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带动一批
设计咨询、检测认证企业落户科学
城，新增就业岗位1500个，为重庆及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高质量
的技术咨询服务。

在A股与H股双上市的业界龙
头泰格医药，旗下公司将在科学城建
设泰格医药临床研究西部（重庆）中
心，在SMO（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
织）服务、研究型医院、慢病管理系统
的推广和运营（母婴乙肝阻断传播、
成人乙肝管理、哮喘管理）、临床研究
体系和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四方面发
力布局，并打造专业团队及高效运营
体系，为科学城大健康全产业链夯实
重大公共服务平台这一关键环节。

作为我国三大电动汽车充电运
营商之一，万帮数字能源旗下的星星
数字能源总部项目，主要建设智慧能
源补给中心、数字能源管理中心、光
储充能源一体化和移动能源赋能中
心，对科学城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系
统进行科学布局，形成六位一体全场
景交通数字能源系统，最终建成星星
充电——数字能源生态中国样本，推
动新能源、新基建与数字经济在科学
城的融合发展。

聚焦科学主题 “五个科学”“五个科技”按下快进键

“科学”是科学城的永恒主题，
“创新”是科学城的最强旋律。科学
城的建设要抓实重点任务，紧扣“五
个科学”“五个科技”，聚焦科学主题

“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动
全域创新“赋能”。

因此，本次签约落户科学城的
项目不仅优质企业众多，更引进了
多个高水平科研项目，给科学城的

“科学底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科学城“五个科学”战略的实施
——开展科学教学、加强科学研究、
深化科学实验、完善科学设施、集聚
科学机构，按下快进键。

如国药集团医疗电子CDMO
智能智造基地暨研发服务平台项
目，将结合科学城雄厚的电子制造
资源及重庆医科大学临床优势，设
立“国药集团医疗器械研究院西部
中心”，引进集团医疗电子类项目、
产品及相关企业，打造集产品研发、
专利转化、医疗器械证书申报、临床
试验、中试、代销、包销、代工、基金
投资等服务于一体的医疗电子研发
服务平台。

该项目还将与电子企业共建面
向全球的医疗电子成果转化及医药
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智能制造基地，
引入全球的医疗电子定单到科学城
生产、专利成果到科学城转化，为相
关产品提供全套生产、申报、开证等
服务，并为医疗电子生产企业提供
市场转化的渠道，让订单走得进来、
产品走得出去。

由国家级交通行业科技创新
基地招商交科院投资建设的国家
山区综合智能交通技术创新中心
项目，将在创新技术研发、科技成
果转化、人才引进、创新投资基金
等多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导入现
有重点实验室集群、应用技术中心
和组建数字交通领域的新实验室、
研究室，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导
入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数字交通国家专业化众创空
间，开展市场化技术创新创业服
务；导入现有“交通+航天军民融合
联合实验室”及新组建同类型实验
室，推动科技创新军民协同；将桥
梁云、招商路信、招商检测等一批
数字交通产业化项目筹建产业公
司或搬迁落户于科学城，精心培育
数字交通产业的“造血干细胞”。

在本次签约项目中，还囊括了
百度、小米等一众互联网科技巨
头。这些项目落户后将进一步集聚
科技创新资源要素、推进核心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让科学城的“五个
科技”战略——培育科技人才、壮大
科技企业、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
交易、促进科技交流，向前跨出实质
性的一大步。

如百度阿波罗西部（重庆）科学
城智能汽车研发中心项目，将开展
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与智能交通领
域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验证、示范应
用及标准规范研制等工作；建设集
道路感知、V2X通信、边缘计算、端

端互联、多元应用于一体的智能网
联道路设施。此外，百度还将与科
学城联合构建自动驾驶产业链协同
发展体系，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网
联汽车与智慧交通产业生态集群，
携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建设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力争形成
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小米华西总部项目计划设立小
米金融（全国）呼叫中心、小米金融
科技实验室及布局小米集团核心业
务，打造小米智能生态链产业集群，
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逐步向重庆集
聚。其中小米金融（全国）呼叫中心
通过提供人工咨询及人工智能应答
等多种方式，面向全国客户提供小
米金融产品问题咨询等服务；小米
金融科技实验室将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深度分析建立数据模型，为企
业提供金融解决方案服务等。这一
项目标志着小米未来将进一步开拓
重庆市场，加大对重庆的投资力度，
有效推动科学城总部经济、科技金
融、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

大唐高鸿重庆智能网联中心项
目拟在科学城设立销售中心、结算
中心、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中心、车载
通信模组生产基地等，在重庆大力
发展企业信息化、车联网、智能制
造、数据及网络信息安全等业务。
引进该项目有利于完善科学城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吸引上下游产
业链集聚，助力重庆车联网示范区
的建设。

打造创新高地 让“金篮子”装满“金鸡蛋”

超一千亿元重磅招商引超一千亿元重磅招商引资资““大礼包大礼包””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铸魂铸魂””增增添新动能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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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一直是重庆工业“经济名
片”之一。西部（重庆）科学城是重庆市举全
市之力、集全市之智，将高标准、高起点建设
打造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平台”、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现代化城市的“新样板”、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支撑”，优势明显。

平安建投致力将本项目打造为成渝
城市群乃至全国的标杆项目，助力科学城
的建设。平安建投希望发挥自身平台和
专业优势，积极参与重庆市包括产业园在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助推打造具有全国
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大健康产业生态
圈，打造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引擎。

希望科学城进一步完善“人才+财政+
金融+税收+土地”政策包，加快建设以高
铁、轨道、快速干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为
企业发展带来便利。同时也希望科学城
利用众多的高校优势，引进汇聚一批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
队，共同努力把科学城建设成一座面向世
界的“未来新城”。

世界500强眼中的科学城

互联网企业眼中的科学城

西部（重庆）科学城作为推动重庆加快
实现“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发
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抓手，拥有独特的区位
优势、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不断升级创新的
经济结构，且着力打造高端研发平台、优化
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提升产业能级、发展科
技金融。

这些与小米未来的发展战略有诸多契
合点。因此我们选择将小米华西总部落户
科学城，希望依托小米在智能硬件、金融科
技、生态链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深入推进重

庆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资源的优化
配置，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助力科学城
建设，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力量。

希望科学城未来突出“高”“新”两大特
点，打造优势产业群，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平
台，大力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完善创新服
务体系。同时为科学城创新创业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打造良好的科
学城建设氛围和产业发展环境，早日建设
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招商交科从科研院所转制而来，是科
技创新型在渝央企，具有优良的创新基因，
与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理念一致。

科学城的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将吸引众
多的高端科技人才与创新企业，形成优秀的
创新环境，为招商交科的传统产业与高新技
术的衔接提供更好的条件和资源，为招商交
科的转型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招商交科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积累了雄厚的技术
实力与众多优秀科技成果，期望全面融入
科学城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重庆经
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抓住产业转型发展
的重大机遇。

我们也期望科学城出台更多有力的人
才、税收等优惠政策，更好的入驻条件，充分
发挥高端人才吸引与汇聚作用，将科学城迅
速打造成为一流的高新产业创新高地。

作为以“技术服务”为业务主线的苏交
科，在企业发展历程中高度重视“科技引
领”作用，这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发展主
题高度一致。

苏交科选择将西部中心落户科学城，
正是看中区域创新能力强、发展速度快、发
展空间足、辐射范围大的优势，希望通过苏

交科集团西部中心的集聚和引领，辐射云
贵川藏等周边区域，打造成为西部创新、业
务、利润中心。

我们期待科学城在“一张蓝图”的引领下，
加快产业、人才集聚和支持力度，尽快实现优
势产业的集聚效应；也希望科学城创新机制、
创新制度，为企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上市公司眼中的科学城

科研院所眼中的科学城

小米金融战略副总裁 曹子玮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福敏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大鹏

■企业声音》》

为什么这些项目选择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未来，企业在科学城会有怎样的发展
前景？对科学城有怎样的期望？

来听听企业的声音——

平安建投董事长兼 C E O 鲁贵卿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升级
版的重庆高新区正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
时期。星星充电数字能源总部项目主题
是新能源新基建及数字经济，其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未来的发展高度契合。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能源
新基建的独角兽企业，将借助科学城良
好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优势等，加
大对西部地区新能源新基建的投资，
充实星星能源网，与科学城共同
成长。

国有企业眼中的科学城

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西永微电园作为
重庆市电子产业核心区域，积聚了成熟的
设计、试验与规模化生产能力。这与我们
重点发展有源医疗器械、智能健康产品、生
物芯片、专业仪器等领域高度契合，并与产
业转化前后端优势高度互补。

希望科学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共
性基础平台，制定多样化的产业扶持政策，
建设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和队伍，设立多层次
的引导基金，形成多元化的资金融通途径，
为各方要素资源汇聚重庆提供优质的包容
性生态。

行业龙头眼中的科学城

国药集团医疗器械研究院西部中心主任 潘东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江建清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鸟瞰图科学城鸟瞰图

智汇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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