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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成功
获批“双50”中等城市，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项
目 572个，先后引进江龙高
速、彩纳新材料等 952个项
目，协议投资823亿元，地区
生产总值迈上400亿大关；

●“十三五”时期，30名
市管领导“包战区”，1.5 万
帮扶干部“齐上阵”，社会各
界“踊参与”，145个贫困村
全面出列，13.4万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1.44万元，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迈上 2 万元

大关；
●“十三五”时期，全县

提档升级人行道10万余平方
米，新增建成区绿化面积374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376
万平方米，全县“一江四河”
水质稳定保持在 II-III 类；
2020年，全县城区环境空气
优良天数达357天；

●“十三五”时期，成功
创建龙缸国家 5A 级景区，
滚动实施大旅游重点项目
85个，年游客接待人次最高
突破 2500 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超 100亿元。

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

1313日日，，云阳县委常云阳县委常

委会召开扩大会委会召开扩大会

议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求全县上下

坚持把工业经济摆坚持把工业经济摆

在经济工作首位在经济工作首位，，

举全县之力把工业举全县之力把工业

经济做大做强做经济做大做强做

优优，，推动全县经济推动全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

1414 日日，，云阳召开云阳召开

““千亿工业千亿工业””高质量高质量

发展动员大会发展动员大会，，要要

求抢抓政策机遇和求抢抓政策机遇和

时间窗口时间窗口，，坚持坚持““工工

业立县业立县、、工业兴县工业兴县、、

工业强县工业强县””战略战略，，坚坚

定千亿工业高质量定千亿工业高质量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紧接着紧接着，，

《《云阳县支持千亿云阳县支持千亿

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工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干政策措施》》出台出台。。

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

2020日日，，重庆洋俊实重庆洋俊实

业有限公司在该县业有限公司在该县

工业园区人和组团工业园区人和组团

拉开项目建设大拉开项目建设大

幕幕；；99月月1414日日，“，“云云

阳有为阳有为··未来已来未来已来””

数字经济时代广告数字经济时代广告

新材料创新应用高新材料创新应用高

峰 论 坛 召 开峰 论 坛 召 开 ；；1212

月月，，云阳县新型绿云阳县新型绿

色装配式建筑生产色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基地、、重庆沛凝鞋重庆沛凝鞋

业有限公司业有限公司、、重庆重庆

市银浩永利玩具有市银浩永利玩具有

限公司等一批项目限公司等一批项目

开工或投产开工或投产。。

开 局 关 系 全开 局 关 系 全

局局 、、起 步 决 定 后起 步 决 定 后

势势。。从定下新目标从定下新目标

到见到新气象到见到新气象，，云云

阳举全县之力迈向阳举全县之力迈向

““千亿工业千亿工业””高质量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发展的新征程。。

云阳
全员主动参与，招商引资见实效

共话绿色建筑新机遇，共
谋绿色产业新发展。2020 年
12月23日，以“天生云阳·绿色
建造”为主题的建筑产业现代化
高峰论坛在云阳举行，来自国内
建筑行业的10位专家、学者、企
业家围绕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
进行了交流分享，提出通过科技
创新构建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推广绿色建筑既是云阳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重要载体，也是云阳建设
公园城市标杆地的必由之路。
云阳绿色建筑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且具有良好条件。”
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在论坛中
表示，云阳立志建成三峡城市
核心区重要支撑，到2025年将
建成“双50”中等城市，迈向“双
100”大城市，快速的城镇化进
程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
市场机遇。希望更多企业进入
云阳、加盟云阳、助力云阳。

以会招商，带头招商，划片
驻点招商，精准招商，全员招
商。自锚定“千亿工业”目标以

来，云阳充分结合资源和市场，
紧盯产业定位、发展要求，聚焦
重点产业，创新方式方法，以招
商引资打开“千亿工业”高质量
发展阀门。

创新多元化招商模式，促
进招商提质增效。该县坚持高
位推动，县主要领导对重要客
商亲自接洽、亲自谈判，重大项
目亲自调度，有效推进了一批
重点项目落地；坚持干部带动，
全县各部门、各乡镇把工业招
商工作当主业来抓，全县各级
干部主动“走出去”、积极“引进
来”、推动“落下来”。截至12月
底，全年累计签约工业项目123
个，协议资金154.9亿元。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项
目支撑，高质量项目则需精准的
招商引资，归根结底就是要聚焦
聚力、高质量、精准化地招好项
目。聚焦重点产业，该县紧紧围
绕“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能源
电子”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瞄
准产业链上下游，瞄准在外成功
人士较为集中区域，瞄准对口支

援、东西部扶贫协作、市县活动
等资源平台，全力开展招商引
资，目前已储备566个项目并实
行动态管理；突出招大引强，紧
盯国际国内500强、行业领军企
业等重点目标，强化项目投入产
出比，争取形成引来一个、带来
一批、辐射一片的“磁场效应”。
同时，“抓大”也“不放小”，各乡

镇（街道）支持楼宇工业、小微企
业等利用当地产品、人力等资源
优势，进一步做大规模，形成大
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
发展新格局。

2020年，全县围绕3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共招引107个项
目，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3个，协
议总投资近51.9亿元。

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2020年
10月，落户云阳10周年的金田
塑业有限公司多了2名“新员
工”，他们是来自该县县委办公室
的驻企服务员吴兰军和牟联培。

“当时金田塑业正准备上
市，其资料审批需多个行业部
门办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
们一方面帮助企业备齐所需材
料，一方面全过程跟办代办，其
中部分材料还是全县首次出
具。”据金田塑业驻企服务员吴
兰军介绍，自“千亿工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县委办
公室创新工作方式，除驻点式
服务外，推行管家式服务、组团
式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工作推
进中的有关问题，并督促解决
落实，让企业轻装上阵，不断做
大做强。

筑巢引凤正当时。在“十
三五”收官、“十四五”起航的关
键节点，目标已定，机遇已来，
如何为“千亿工业”搭好桥、铺
好路尤为重要——

招商工作底气足不足，就
看城市营商环境好不好，给予
后盾有多足。云阳县委副书

记、县长覃昌德表示，要按照
“随叫随到、服务周到”的工作
要求，不断优化审批流程、简化
审批条件、完善市场监管机制，
不断提高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质量效率，持续减时间、减环
节、减材料、减跑动、减成本，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优化“千
亿工业”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该县多措并举，用超常规思路
举措、打破常规制度规则，将

“减少环节、精简流程、缩短时
间、降低费用”等要求作为切入
点，打造让企业家投资放心、发
展安心、生活舒心的营商环境。

围绕做大做优产业服务平
台，为“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保驾护航。该县按照“三
生融合”总体要求，打造“园区、
物管、投资”三大平台，以“三生
融合”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工业
发展区建设，全力构建“1”个市
级特色产业园，“5”个中小企业
集聚区，“42”个楼宇工业园的

“1+5+42”工业发展平台；充分
发挥“工业管家”工业物管综合
服务作用，为企业提供生活、业
务、财政等全方位服务，实现“拎
包入住”，全力帮助企业发展壮
大;围绕资源要素整合，做好整
体开发，并加快推进千亿工业股
权投资基金进度，统筹政策资金
的同时做好金融服务。

用“保姆式”服务全力助推

企业梯度成长，按照整体谋划、
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原则，搭
建“个转企-企升规-规改股-
股上市”的阶梯式培育体系，推
动工业企业做大做强。此外，
在企业质量提升方面，该县全
力抓好工业企业“上云、上规、
上市”培育，实施“工业企业上
云计划”，加强产业云平台打
造，常态化开展工业企业“上
云”沙龙，推动规模企业实现

“上云”全覆盖；按照三级服务、
分类指导、一企一策的原则，全
力培育企业升规，新创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12家；建立了优
质企业上市培育专班，着力解
决“不愿上”“不能上”“不会上”
的问题，目前正重点推进4家企
业培育上市。

“十四五”时期，云阳将努力实现以“千亿工业”为引领的
现代产业集聚地、科技创新承接地、公园城市标杆地、城乡融
合发展先行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地、三峡城市核心区重
要支撑的“五地一支撑”目标。并提出在2025年建成“双50”
中等城市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争取、推进“100平方公里、100
万人口”大城市建设；以及拟用7年的努力，争取工业总产值达
到1000亿元。到2030年，争取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
元，着眼长远，提出建设“双100”城市、发展“双1000”经济的

“双百双千”战略。

●围绕“‘千亿工业’引
领的现代产业集聚地”，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举全县
之力推动“千亿工业”高质
量发展，做优做强现代服务
业，提质增效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做大做强大旅
游、大健康、大数据产业。

●围绕“科技创新承接
地”，增强发展新动能。深入
实施科技兴云、人才强云战
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激发
全社会创新合力，加快建成市
级高新区，争创国家级高新
区。

●围绕“公园城市标杆
地”，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加快公园城市建设、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快建成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公园城
市，绘就“干净整洁有序、山
清水秀城美、近者悦远者
来”的美好画卷。

●围绕“城乡融合发展
先行地”，实现乡村让人们
更向往。加快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
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努力绘就城乡区域和谐
共美新画卷，建设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

●围绕“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示范地”，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云阳。以“生态+”的
理念谋划发展、“+生态”的
思路发展产业，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和“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

●围绕“三峡城市核心
区重要支撑”，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找准具体
抓手，确保经济总量、人均
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在区域领先，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
开放桥头堡。

●围绕“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建设幸福美好
新云阳。适应人民群众需
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
实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新期待的幸福美好新
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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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亿工业”为引领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