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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市委和市政府主
要领导在江津区调研时指出，江津具
有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良好基础
条件，可以打造消费品示范区。目
前，江津区消费品工业发展取得了哪
些新进展、新成效？

一年多以来，江津区把发展消费
品工业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方向，统筹资源强力推进各项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2020年
底，消费品产业规模工业企业超过
110户，总产值超过350亿元。

明确“七大举措”
打造“五大基地”

“江津消费品工业基础好、潜力
大。”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津消
费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市占有
较大份额：植物食用油产量占全市的
六成、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占全市的一
半、白酒产量占全市的四成以上、卫
生陶瓷制品产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在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
江津之后，江津区委、区政府迅速成
立了江津区打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领导小组，形成了由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各
领域分管区领导为副组长、各级各部
门通力配合的工作体系，各项工作迅
速全面铺开。

在2020年1月召开的江津区消
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该区印
发的《江津区打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明确提出：将推进打造大园区、
开展大招商、推动大创新、创建大品
牌、实现大开放、建设大市场、促进大
转型“七大举措”，全力打造国家新型
工业化粮油食品产业示范基地、西南
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示范基地、西南纸
制品产业链集群发展示范基地、新兴
智能及高端消费品示范基地、西南农
产品加工示范基地“五大示范基地”。

随后，江津区多次召开打造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领导小组
工作推进会，研究审议支持消费品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区人
大常委会、区政协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讨，合力推进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

重点打造7个消费品
工业“园中园”

“其实，在推进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遇
到不少困惑。”江津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全市工业大区的江津，其德
感、双福、珞璜、白沙四大工业园都有
消费品工业企业分布，但尚未形成集
中成片优势；尽管各工业园的产业规
划有所侧重，但在消费品工业项目、
企业的招商引资上也难免有重复冲
突之处。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对此，江津

区决定在部分园区积极探索建设特
色“园中园”，引导优质企业向“园中
园”集聚发展。目前，江津正在大力
推进7个“园中园”建设，分别为德感
工业园的“粮油产业园”，珞璜工业园
的“智能家居产业园”“纸制品包装产
业园”，江津综保区的“新兴智能及高
端消费品产业园”，白沙工业园的“酒
水饮料产业园”“农副产品加工园”，
先锋镇的“先锋食品特色产业园”。

以“智能家居产业园”为例。目
前该园已引进德国卫浴巨头杜拉维
特、香港敏华家居、伟星建材、上海
文信家具等一批龙头企业，聚集家
居企业90余家，将在已形成的家居
产业基础上，以扩能升级存量企业、
高质量引进增量企业为抓手，围绕
家居升级硬装、软装、家具和家电四
大环节形成全产业链产业集群，打
造“智能品质家居看珞璜”的地理生
产标志，预计2030年实现家居产业

总产值1000亿元以上。
江津区负责人表示，将以这7个

“园中园”为该区推进消费品工业集
聚发展的重点区域，切实加强政策、
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强化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氛围营造，
推动消费品工业差异化、特色化、集
群化发展。

出台“黄金十八条”
支持高质量发展

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2020年12
月，《江津区支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
发展政策》出台，从财政贴息、金融担
保、科技创新、产品研发销售等方面
施行“黄金十八条”政策，为消费品工
业企业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其中，第一条至第五条主要对企
业有新投资项目贷款贴息，新增担保

额度担保费，对工业（创意）设计商
用、新增品种的产品商用和智能制造
示范项目给予激励。如智能制造示
范项目有望获得最高300万元的激
励金。

第六条至第九条主要对新认定
的创新主体、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对
新设立且符合江津消费品工业发展
导向的研发机构及首次获批国家
级、市级的研发平台，申请获得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的科技型企业给予激
励。如符合条件的独立法人研发机
构，最高可获得 150 万元的一次性
激励金。

第十条至第十六条主要对入驻
消费品工业原产地线上平台销售、
外出参展、新成立销售公司，企业建
设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获得认定，
以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为原料研发
新产品，收购贫困村农产品用于加
工等给予激励。如应用环保节能技
术，新建、改建农产品初加工设施设
备的企业，最高可获得 100万元的
激励金。

第十七条至第十八条主要对企
业消费品工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申
报非遗名录和非遗传习所并完成传

承任务给予激励。如对新建游客接
待中心、展览馆、博物馆等为消费品
工业服务的基础设施，按面积算最高
可获30万元的一次性激励金。

“经过努力，目前消费品工业已
跃居江津五大主导产业的第一位，占
比达25.9%。”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2020年底，江津区消费品产
业规模工业企业已超过110户、规模
产值超过350亿元，基本形成“一桶
健康油”“一包调味品”“一张生态纸”

“一瓶文化酒”“一篮富硒菜”等行业
性集合品牌。

该负责人表示，有了良好的发展
基础作为支撑，江津区对消费品工业
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到2022年，全区
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产值力争达到
500亿元。为实现这个目标，江津区
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一
手抓存量、一手抓增量，在推动存量
企业做精做强的同时，狠抓招商引
资，在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聚集发展上取得明显成效，全力打造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黄柏添 唐楸
图片除署名外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江津 消费品工业实现规模产值逾350亿元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

卫浴界的“劳斯莱斯”——德立菲(Duravit)工业4.0车间

百亿级消费品工业企业——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食用油生产车间 摄/万难

开门红！20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

新年伊始，荣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简称“荣昌高新区”）迎
来招商引资开门红：总投资达108
亿元的无锡新尚上服饰有限公司
高端智能服装产业园等20个项
目集中签约入驻；投资42.2亿元
的煌上煌食品等12个项目集中
开工建设，助力荣昌全力办好国
家畜牧科技城、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西部样板区、川南渝西融合发
展先行区“三件大事”，肩负起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桥头堡”
“主战场”的使命，为“十四五”发
展起好步、开好局。

荣昌高新区一角

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招商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川渝大合作
转型升级见效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
来，川渝两地以争分夺秒的行动破除
壁垒，锐意创新，相向而行。

2020 年 3 月，荣昌高新区与泸
州、内江、永川签订“‘泸内荣永’国家
高新区产业联盟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立足成渝、辐射西部、服务国内、影响
全球”的国家高新区产业联盟，加快形
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高质量的
国家高新区发展格局，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川南渝西地区高新技术产
业融合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以农牧为特色的国
家级高新区，荣昌高新区立足资源禀
赋、特色优势和产业基础，围绕“四篇”
文章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加强川渝合
作，大力发展以消费品智能装备、电子
信息、新材料、数字区块链、运动健康
和农牧高新为主体的“6+1”现代产业
体系，致力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经济新高地。

围绕千亿级国家高新区总体目
标，荣昌高新区拥有一大批知名企业：
新培育全区首家、全市第50家主板上
市企业华森制药；全市首个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昌元化工；世界上第
一个用于解决人畜共患羊包虫病疫苗

生产企业澳龙生物，遗传性感音神经性
耳聋动物模型、无菌猪等研究领域均处
于世界前沿；新引进川渝合作、西部最
大的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中国卫浴家
居龙头企业之一的惠达卫浴；全国最大
的玻璃器皿上市公司德力玻璃；全国知
名专业标识公司金标实业；香港上市公
司先锋医药；全球先进陶瓷生产企业唯
美（马可波罗）陶瓷；全球第二、亚洲第
一的日用玻璃企业华兴玻璃。

目前，荣昌高新区累计入驻企业
645家，2020年新签约项目271个，合
同总金额802.5亿元，全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716.3亿元，荣昌高新区已成为企
业创新创业的主战场。

荣昌高新区4大特色产业园（基
地）发展如火如荼：重庆电子电路产业
园已初具规模，签约入驻企业33家，
完成投资20.8亿元，建成38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具备了强大的电子电路产
业承载力；眼镜产业园已签约入驻睿
盟光学、大爱成眼镜等28家企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5家），涵盖镜架、镜
片、3D眼镜、眼镜配件全产业链；陶瓷
产业示范基地已入驻唯美陶瓷、惠达
卫浴、奥福陶瓷等企业70余家；重庆
尚上服饰、中加熙妮服饰、加合夏布、
德南麻纺等近50家纺织服装类企业
已落户轻纺消费品基地。

“园区升级的背后，是深化川渝合
作、产业转型升级、科技企业引入、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各方面共同发力的
结果。”荣昌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说。

创新为引领
智能产业集聚

近年来，荣昌高新区大力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瞄准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引进了一
批智能工厂、智能产业项目，其工业高
质量发展后劲十足。

2020年8月，占地1038亩、总投
资150亿元的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在
荣昌高新区正式投产。该项目全部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年
生产电子电路板（PCB）775 万平方
米，是荣昌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工业

项目，也是川渝两地首个建成投产的
电子电路产业园。

目前，荣昌高新区建有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22个、省市级科研平台65
个，拥有多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
室。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
流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产生直接
和间接经济效益超过30亿元，工业经
济发展呈现出强劲活力。

此外，荣昌高新区还充分发挥国
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平台作用，加快建
设国家生猪种业创新中心、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畜牧科技中心；擦亮中
国（西部）陶瓷之都这张名片，加快推
动陶瓷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引进民营
企业创办陶瓷大学，成立陶瓷研发中
心，为航空航天、工业生产等领域提供
特种陶瓷、高科技陶瓷新材料，打造具
有国内影响力的陶瓷创新中心；依托
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协调毗邻地区
引进上游原材料和下游消费电子、计
算机、汽车等产业，搭建政、产、学、研、
商五位一体发展平台，打造具有西部
影响力的电子电路研发中心。

实施“链长制”
优化营商环境

2020 年 9 月，荣昌区为精准招

商、精准服务、精准发展，围绕食品、医
药、陶瓷、服饰、新材料、智能装备、电
子信息、大数据区块链、运动健康、农
牧高新10个优势产业，确定10名区
委、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链长”，并建
立“一条产业链条、一个区领导、一个
工作专班”工作机制，全面实施“链长
制”，为企业提供从项目引进、建设、投
产到扶持成长壮大的全周期精准服
务。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了
不到80天的时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
到了荣昌高新区真抓实干的务实工作
作风，见证了高效办事的‘荣昌速度’，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荣昌高新区投资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重庆煌上煌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浚说。

正是源于荣昌高新区的优质高效
贴心服务，坚持“说了算、定了干、马上
办”的严实作风，引来一大批优势企业
入驻。无锡新尚上服饰有限公司自入
驻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拥有重庆
尚上、尚伟、尚诚、尚达4家子公司，实
现产值超 10亿元，外贸出口翻了 3
番，3年上了3个台阶。该公司现追加
投资20亿元建设高端智能服装产业
园，并将集团总部、工业设计中心、软
件研发学院、智能制造实验工厂全部
迁入荣昌高新区，致力于打造“中国重

庆（荣昌）服装出口生产基地”。
如今，荣昌高新区成功获批全国

首个农牧特色国家高新区、全国首批
国家级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重庆市
唯一的陶瓷产业园、“中国西部陶瓷之
都”、“中国营商环境十佳经济开发
区”。

再绘新蓝图
肩负“先行”使命

“十四五”新蓝图已经绘就。荣昌
高新区将以打造国家畜牧科技城、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西部样板区、川南渝
西融合发展先行区“三件大事”为中
心，立足创新发展新平台、产业经济新
高地、开放融合新格局、绿色宜居新家
园，深入推进“泸内荣永”国家高新区
产业联盟建设，为荣昌打造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据了解，荣昌高新区正在高标准、
高质量编制拓展至50平方公里空间
和产业规划，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基地，在电子电路、陶瓷、眼镜、轻纺消
费品4个特色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还
将加快建设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园、
医药产业园、河包粉条产业园等特色
园区，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形成文
化、旅游、农业、工业、商业、大数据等
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荣昌
高新区、隆昌经开区共建川渝合作示
范园区项目，推动区域产业协作共兴。

预计到2023年，荣昌高新区打造
的消费品、智能装备、电子信息、新材
料和农牧高新的“4+1”现代工业产业
体系将实现产值1600亿元；预计到
2025年，荣昌高新区建成面积超过30
平方公里，“4+1”主导产业产值突破
2000亿元，荣昌国家级高新区将建设
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驱动发
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陶永国 图片由荣昌高新区管委会提供

构建“6+1”现代产业体系肩负起双城经济圈“桥头堡”使命
荣昌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