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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产业细分趋势的加
深，一个地方很难完全聚集起一个产
业的“全链条”。为此，綦江区主动融
入国家、市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
盘子”，加快开放合作步伐，加快打造
渝南开放发展新高地。

去年9月9日，由綦江与自贡共
建，总投资500万元的齿轮切削加工
技术应用服务研究中心落户綦江。
预计到2021年底，该中心将实现2个
以上重大科技项目，获得2个以上发
明专利授权，形成10个以上的新产
品，成果转化收益2000万元，服务企
业50家。这是綦江区与四川省相关
地市签订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协议后的首个落地项
目。

基于产业发展的互补优势，去年
綦江区与自贡、攀枝花两市分别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同发展相关
优势产业。在去年举办的智博会齿
轮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三方就产
业园区发展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打
造自贡綦江川渝产业合作示范园区，
以及自贡·綦江高端铝合金材料研发
应用中心、自贡綦江齿轮专用硬质合
金刀具模具研究应用中心和自贡·綦
江矿山输送机械应用服务中心。对
有意到对方高新区投资，但不符合当
地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可运用“飞
地模式”优先布局到对方高新区。

除了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外，綦江还加快綦江—万盛
一体化、同城化、融合化步伐，编制完
成綦万一体化发展规划，成功引进中
铁建投资集团等单位共同推进綦万
创新经济走廊开发；有序推进西部陆
海新通道综合服务区建设，积极对接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深度融合示范项目，也
是綦万创新经济走廊建设后入驻的首批产业类
项目之一，总投资上百亿元的中新·豪立国际温
泉康疗小镇正式落户綦江，计划以綦江—万盛
创新经济走廊温泉康养组团的温泉开发为核
心，融入周边历史人文资源，导入新加坡医疗、
教育等资源，打造国际康养社区、国际医疗康复
区、中新国际学校、生态温泉酒店等。

綦江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
区将按照《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
建设发展纲要（2020-2035）》，高水平建设重庆
（綦江）国际陆港，分步建设北渡铝铜专业物流
园、渝南冷链物流港和综合保税仓；加快建设

“中国西部齿轮城”工业电商交易平台和智慧物
流公共信息平台，打造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
服务区，链接与国内高校和一流高新区的战略
合作，加强中新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合作
发展。

同时，深化成渝、渝黔区域合作，积极融入
成渝创新协作网络，加强与重庆、成都、泸州、自
贡、攀枝花、贵阳、遵义等高新区在技术创新、产
业发展、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链接贵州
大数据产业联盟，建设渝黔大数据融合发展示
范区和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川渝黔页岩气交易
中心，推进区域创新协同发展。

綦江将全面融入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精
准链接主城都市区创新资源，加强与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产业合作，积极承接两江新区、重庆
高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等产业转移与创新
协同。借势主城都市区高端开放平台，推动资
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强与
其它3个重要支点城市、高新区产业协同发展，
构建主城都市区重要支点协同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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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加快创建国家高新区

抢抓“双循环”发展机遇 重塑工业转型升级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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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汽摩产业产能集

聚和整合，为綦江汽

摩产业发展赋能。这

些项目的落户，都成

为綦江工业重塑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綦江以

创建国家高新区为契

机，按照“创新驱动、

重振綦江”发展思路，

抢抓“双循环”发展机

遇，推动工业“因地制

宜走好转型路，因势

利导打造升级版”，传

统老工业基地焕发新

机，以齿轮为核心的

新能源汽摩整车及改

装车及其零部件产

业、以建筑产业现代

化为依托的装配式绿

色建筑产业、以交通

用铝为重点的高端金

属材料产业在内的三

大主导产业和以新材

料、大数据、人工智

能、电子信息为方向

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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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在綦江工业园区的
重庆荆江汽车半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荆江半轴”)第四车间，
工人们正在忙着对新引入的智能
化设备进行最后的组装和调试。

荆江半轴是国内汽车半轴行
业龙头企业，其半轴广泛用于一汽
丰田、陕汽、江铃等乘用车和商用
车产品，还出口德国等欧美地区，
企业订单不断，一直处于满负荷运
行中。

“为了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进
一步拓展市场，我们花了4000万元
升级数字化车间，引入了这条重庆
汽车半轴行业的首条智能化生产
线。”荆江半轴党支部书记赵德祥介
绍，汽车半轴的生产，有下料、锻造、
调制、粗加工、精加工等10多道程
序，第四车间过去仅仅分担着其中
的几道工序。

随着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升
级，今年内第四车间将形成一个半
轴产品生产的全程闭环，从下料进
去到最后检测包装，都将实现智能
化流水线生产，一方面生产效率大
幅提升，另一方面产品质量更加稳
定。

“这一个车间的产值一年就可
以达到3亿元左右，是其他3个车
间的总和。”说起下个月即将开始
试生产的数字化车间，赵德祥信心
满满。

綦江区曾是重庆著名的老工
业基地，煤炭开采和齿轮制造两大
支柱产业曾是西南地区工业翘楚，
像荆江半轴这样的传统产业不
少。近年来，綦江区在引导企业不
断研发新产品的同时，着力以大数
据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
升，出台《綦江区发展智能制造实
施方案》，支持綦江传动、荆江半轴
等 79 家传统企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截至目前，已建成市级数字化
车间12家、智能工厂1家，“綦江制
造”正加速向“綦江智造”转型。

效果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去
年5月8日，曾创造新中国汽车工
业“五个第一”的綦江齿轮传动有
限公司（原綦江齿轮厂，以下简称

“綦江传动”）发布了新产品：第一
台“重庆造”12挡大扭矩轻量化重
型商用车用变速器（S变速器）。

“这款产品通过桁架机器人连
线生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加工的精度，
使用寿命是同类产品的 10倍以
上。”綦江传动技术总监赖玉坤说。

此外，远程铝业配套特斯拉、
荆江半轴入围德国奔驰等高端汽
车全球供应商，6家企业获重庆市

“双百企业”，3家获“小巨人”，1家
获“制造业百强”，传统产业正焕发
出勃勃生机，为綦江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我们将以龙头企业带动

为抓手，以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为支
撑，重点发展新型轻量化材料、装配
式建材、高性能齿轮、中小型自动变
速器、专用改装车制造，打造西部国
家级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示范基
地，推动綦江工业再度迈上新的台
阶。”綦江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说道。

“我们正在对生产线进行最
后的调试，预计6月就能正式投入
生产。”在綦江工业园区的开拓卫
星公司生产厂房里，透过玻璃窗
可以清晰地看到穿着无尘服的技
术人员正在对智能化设备进行最
后的调试。

“这些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
国内首条全自动化太阳电池片生
产线，具备每年为200颗卫星配套
相关产品的能力。”开拓卫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太阳电池阵是卫星上
的主要部件，价值较高，过去一直
靠人工生产。如今，随着商业卫星
发射越加频繁，卫星市场对太阳电
池阵的需求更加旺盛。

开拓卫星团队研发了这条全
自动生产线，将单体外延片、总装生
产流程、产品布局设计、系统试验验
证等实现自主可控，建立完整规范
的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机器贴装，提
升产品可靠性和量产能力。“这只是
第一步，2022年企业将达到‘整星’
的总装生产能力。”该负责人说。

其实，类似开拓卫星这样的高技
术企业，选择落户到綦江这个老工业
基地，折射出的是綦江坚定推动战新
产业发展的决心、信心和努力。

近年来，綦江坚持产业链招商、
精准招商，调配精干人员夯实招商
力量，以在主导产业增链补链延

链和在智能新兴产业寻
求突破为重点，在

巩固提升三大
传统产业的
同 时 ，实
施“芯屏

器核网”全产业链发展战略，加快培
育经济新动能。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綦江工
业园落户了物联网产业示范园、
茶叶大数据平台、华芯大数据、3D
建筑打印产业链等项目。2020
年，新签约项目59个。

目前，綦江正加快西部信息安
全谷建设，规模1000席的大唐融
合西南呼叫中心、浪潮大数据中
心、网络安全攻防靶场、腾讯云、精
匠科技等项目相继落地建设，以网
络信息安全服务和工业互联网为
核心的大数据服务产业蓬勃兴
起。以华芯智造、开拓卫星、南舟
科技为代表的微电子产业园快速
发展，卫星芯片、智能蓄电池等产
品技术名列前茅。以金美、多次
元、烯宇科技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园逐渐壮大，锂电池隔膜、石墨烯
等产品具备高技术含量。

在这一系列产业项目的支撑下，
去年綦江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达
68亿元，同比增长20.3%，成为綦江
工业又一个新的爆发式增长点。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芯屏
器核网’全产业链、‘云联数算用’
全要素群，着力建设西部信息安
全谷，打造网络数据安全和灾备
数据安全两大产业集群。”綦江工
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支撑
产业发展，綦江工业园区将逐步
构建起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科研
平台、金融支撑、政务服务、法律
保障6大体系，建立以安恒信息等
多个龙头企业汇聚的 N 条产业
链，形成集科研、教育、企业、金融
等“2+6+N”为一体的融合型、生
态化产业园区，力争通过5至 10

年把西部信息安全谷建成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信息安全产

业园、国家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示范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

“制造”迈向“智造”，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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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工业园区桥河组团 摄/齐岚森

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太阳电池阵热真空实验

綦江传动自动装配生产线检验人员检验变速器壳体

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摄/陈星宇

展亮汽车二期智能化展亮汽车二期智能化
机器人焊接生产线生产中机器人焊接生产线生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