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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集团智能机器人

西永微电园联合微电子中心实验室

西洽会重庆高新区展厅

营商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先
手棋”、招商引资的“强磁场”、释
放活力的“稳定器”。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启幕
一年来，重庆高新区充分发挥“小政
府大服务”的优势，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力以赴提效能、优营商——

2月4日，西部（重庆）科学城
在全市首推“交地即领证”政策。

3月31日，西部（重庆）科学
城在全市首推交房即交证改革试
点。

6月24日，西部（重庆）科学
城在全国率先推出首张整合卫生
许可信息的“一码通行”营业执
照。

……
紧锣密鼓的改革措施，映照

着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者唯干
唯实、善作善成的工作态度和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干劲。

“我们推出的‘三评合一’（环
评、水保和入河排污口论证融合
审批）、施工许可‘以函代证’等6

项改革全国领先，成渝地区市场
监管一体化、智能就业‘免申即
享’、‘移民事务服务站’等12项举
措全市领先。”重庆高新区政务服
务和社会事务中心政务服务管理
部部长蒋坤说。

在创新政策的同时，西部（重
庆）科学城还在不断创新政务服
务。“不见面审批”便是科学城推
出的一项创新服务。

“‘不见面审批’是指审批环
节全程网办、审批服务自助办理、
不见面送达等。”蒋坤说，在重庆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24小
时自助服务专区，致力于打造

“7×24小时不打烊政府”。
据介绍，重庆高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已实现1403项政务服务
事项“一站式”服务，“一窗综办”
率100%，1171项“最多跑一次”，
240项“零材料提交”开展预约、延
时、上门、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
暖心服务。

文图/西部（重庆）科学城管委会

蓝图绘就加油干 凝心聚力启新篇

西部（重庆）科学城扎实起步良好开局

科学是永恒主题，创新是最强旋
律。

随着奋进“十四五”的号角吹响，重
庆中心城区西部槽谷地带创新的种子
逐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太令人兴奋了，中国神舟再度问
天，我们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力量。”6月
17日，在神舟十二号飞船穿云破日直向
太空而去的同时，位于西部（重庆）科学
城的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声光电）办公楼内一片欢庆之声。

随着飞船开启“问天”之旅，重庆声
光电为飞船配套的60余个型号产品也
走向了“巅峰”。

无独有偶，今年重庆声光电的产品
不仅实现了“问天”之旅，新研发的闪烁
晶体材料更是突破了“卡脖子”技术，成
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

一年多来，西部（重庆）科学城捷报

频传。联合微电子突破光芯片“卡脖
子”难题，在全国率先宣布向全球提供
硅光芯片流片服务；招商车研获批成立
西部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检中心，
综合技术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国
内领先”水平；通用技术集团国测时栅
科技有限公司携带纳米时栅技术落户
科学城，该技术突破了国外垄断的“卡
脖子”技术……

辖区企业捷报频传，是西部（重庆）
科学城大步迈进的缩影。

据介绍，西部（重庆）科学城创新动
能正在持续汇聚。目前，科学城获批全
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重点实验
室、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等市级以上研发
机构增至278个；核心区市级科技型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92.8%、
42%，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数量
增长34.2%；通用技术集团纳米时栅等
145个项目落户，其中包括中国平安等
世界500强企业16家。

以链招商，聚链成群。
当下，西部（重庆）科学城正着眼未

来，通过建链、补链、强链，谋划打造一
批未来产业。

今年1月9日，Cytiva（思拓凡）生
命科学产业园、华润三九化学药持牌人
集群等大健康项目完成集中签约，落户
西部（重庆）科学城。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集中签约中，
西部（重庆）科学城还配套引进了太平
洋财险生物医药专业险种、平安大健康
产业基金等产业特色金融服务企业。
由此，重庆高新区大健康产业链条进一
步延伸。

“这次招商，是重庆高新区以链招
商，促进产业集聚的成功经验之一。”重
庆高新区招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实践探
索中，西部（重庆）科学城探索出了一条
由产业链链长“挂帅”，牵头部门负责组
织协调，其他部门提供业务支撑，合力

推进产业链发展的新路子。
“管委会相关委领导分别对接生物

医药、检验检测、集成电路等9大主导产
业，从上游到下游一竿子插到底，全权
负责各条产业链的产业定位、招商、产
业培育和要素保障等。”重庆高新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随着链长制的深入实施，
重庆高新区已构建起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先进制造、大健康、高技术服务业为
主导的产业体系。

下一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围绕
“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做优”先进制
造、“做大”大健康、“做特”高技术服务，
优化科学城产业空间布局，高标准打造
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金凤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国家质检基地等产业载体，
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大健
康、高技术服务产业规模分别达3500亿
元、500亿元、500亿元、300亿元，形成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发展格局。

科学城不光是科技创新之
城，也是安居乐业之地。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座
现代化新城、未来之城、梦想之
城正在孕育。

新城的“主动脉”——66公
里长，贯穿南北的科学大道正
在快速“生长”。

新城的“骨架”——“六横+
六纵”路网格局已基本成网。

新城的“毛细血管”——青
谷路、师牛路等6条次支路建
设已启动，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路网等30条次支路建设不断
提速。

十年立新城，这是科学城
的责任，也是使命。

2021年是科学城的“项目
建设年”，科学城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不断推进城市建设。
科学大道核心区段一期完成
总工程量的33%，二期完成总
工程量的3%；科学会堂、科学
公园正在加速推进；科学谷一

期存量部分、科学城金凤中心
一期已完工。1至 6月，科学
大道二期、高腾大道等 19 个
项目开工建设，金凤隧道、坪
山大道等 47 个项目提速实
施，含谷立交、三圣宫立交改
造等6个项目建成通车，西永
隧道等 46 个项目正加紧推
进。

此外，西部（重庆）科学城
还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和公共服
务配套，目前已启动建设重庆
巴蜀科学城中学等 9 所中小
学，加快建设科学城国际人才
社区、青年公寓，加快布局凤鸣
湖、凤栖湖、大成湖等山地公
园、湿地公园等。

“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
将加快供给国际学校、国际医
院、国际社区，国际商业商务等
优质公共服务，打造‘15分钟街
道公共服务圈’‘5分钟社区生
活服务圈’。”重庆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回
顾百年光辉党史，我们
党领导科技事业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
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重大成就，奏响科技
自立自强最强音。西
部（重庆）科学城作为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
要载体，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决落实市委五届
十次全会精神，认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推进“项目建设年”，实
现扎实起步、良好开
局，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注入新动能。

一是布局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做靓科学
城的“标识符号”。大
科学装置是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 中 心 的“ 硬 核 力
量”。我们按照“成熟
一个、启动一个”的原
则，携手高校院所预研
探索一批、落地布局一
批、提速建设一批，推
动全市首个大科学装
置——超瞬态实验装
置开工，中国自然人群
生物资源库重庆中心
投用，谋划打造医用重
离子、地下空间医学等
大装置、大工程，筑牢
科学城科技创新的“压
舱石”。

二是集聚高校和
科研机构，做强科学城
的“创新引擎”。高校
科研院所是创新的重
要源头。我们以校地
院地合作为抓手，促进
科学城和大学城协同
联动，实施“名校名院
名所”引进计划，推动
重庆大学科学中心等
20 余个校地合作项目
落地，中科院重庆科学
中心汽车软件创新研
究平台等开工，北京大
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等投运，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等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塑造未来
发展新优势。

三是引育科技企业和人才，做大科学城的
“创新主体”。龙头型企业和高素质人才是科
技创新的主力军。我们坚持招商与招才并重、
引资与引智并举，出台四个“金凤凰”10条政
策，引进中国电子、中国平安、中国光大、华润
集团等央企，集聚联合微电子、SK海力士、思
拓凡、植恩生物等龙头企业，拥有科技型企业
933家、重庆英才卡持卡人数527人、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29个，今年上半年新签约项目73个、
投资额超 760 亿元，让“金篮子”装上“金鸡
蛋”。

四是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做活科学城
的“金字招牌”。创新力量，源于优良的生态。
我们坚持软环境和硬环境两手抓，在全国、全
市率先推出“交地即领证”“一业一证”“一码通
行”等改革举措，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建设凤栖湖智能制造等
5大专业孵化集群，入选“科创中国”首批试点
城市，打造科学大道、科学公园、科学会堂、科
学谷等“科”字头功能性设施，营造宜居宜业宜
学宜游的良好环境。

阔步新时代，我们将坚持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着力建平台、兴产业、聚人才、
优环境、提品质，强化科学策源、技术发源、产
业引领等核心功能，加快把科学城打造成为全
市科技创新的引领性力量。

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建设宜居宜业“新城市” 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

鸟瞰西部（重庆）科学城 武孔波 摄

科学谷一期科学谷一期1111栋楼完工栋楼完工 雷键雷键 摄摄

去年1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

第六次会议上，要求

重庆以“一城多园”模

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

城，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西部（重庆）科

学城是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重要载体，推进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事关重庆全局，事

关长远发展。这项工

作自启动以来，市委、

市政府举全市之力、

集全市之智，建平台、

兴产业、聚人才、优环

境、提品质，全力打造

“科学之城、创新高

地”。

一 年 多 来 ，西 部

（重庆）科学城紧扣

“五个科学”“五个科

技”，按照“建平台、兴

产业、聚人才、优环

境、提品质”的思路，

乘风破浪，向“科学之

城、创新高地”的目标

奋力前行。

一 年 多 来 ，西 部

（重庆）科学城按照“铸

魂”“建城”“搭台”“筑

巢”“引凤”的战略指

引，扬帆起航，一个个

大装置、大院所、大平

台加速落地，一大批高

新技术人才加速集聚，

“科学家的家、创业者

的城”正在一步步从蓝

图变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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