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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半导体工艺新型高基频超小型频
率元器件，被誉为电子整机“心脏”。随
着惠伦晶体（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惠伦晶体）元器件项目一期投产，
这样一款高精尖产品，已经在万盛经开
区实现量产。

近年来，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
万盛经开区逐步摆脱对煤炭采掘的依
赖，重点围绕绿色工业做文章，既布局
一批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同时对玻璃制
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智能化技改升
级。绿色化转型激发新活力，智能化改
造培育新动能，万盛经开区走出了一条
破茧成蝶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发展

2017年以来，万盛经开区的38个地
方煤矿和国有煤矿相继关停。如何实现
工业从黑色到绿色、从单一到多元的跨
越？万盛经开区提出，以新能源及储能、
新材料、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等产业
为抓手，进行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

围绕全市“芯屏器核网”产业链，万
盛经开区抢抓机遇，近年引进了多个智
能产业项目，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包括
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的消费类聚合
物锂离子电池制造商珠海冠宇等。

这批绿色工业龙头企业的引入，不
仅提升了万盛经开区产业升级进度，还
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十三
五”时期，万盛经开区累计引进冠宇电
池、川东化工等工业项目157个，截至
2020年底，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20亿
元；工业增加值从“十二五”末的52亿
元增长到85.8亿元，占全区GDP比重
达到 40.1%，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由

“十二五”末的3%提升至31%。
当前，围绕自身优势产业，万盛经

开区正在培育创建“重庆市玻璃特色产
业示范园”等多个产业平台，进一步推
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改造为生产注入“智能因子”

走进位于万盛经开区的重庆万盛
浮法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浮法玻
璃）生产车间，只见众多机器人挥舞手
臂上下翻飞，轰鸣声不绝于耳。

“近年来，企业每年都会投入5000
万元实施研发和技术改造，让生产环节
有更多‘智能因子’，预计今年产量将比
去年提高20%以上。”该企业负责人说。

在万盛经开区，像浮法玻璃这样，
“扎根”科技创新和智能化改造的企业
还有不少。

今年1-8月，万盛经开区工业技改
投资占工业总投资比重达到59%，位列
全市第一。目前万盛经开区正以新经济
产业园、5G天馈线检测实验室等为载
体，加快推进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建
设，计划到2025年，全区数字经济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40%。

执行链长制为产业链“补链成群”

伴随着产业转型，万盛经开区管理

者的思路也在转变。今年以来，万盛经
开区领导班子成员都有了一个新身份：
链长。

这一新身份的背后，是万盛经开区
一整套制度设计——围绕玻璃、能源、
天馈线、锂电、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
生物医药、镁铝合金及两车配套、储能
产业、现代农产品加工，梳理出10条产
业链，由区主要领导任“总链长”，各分
管区领导任“链长”，各产业链牵头单位
成立工作专班，按照10个产业链图谱，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培育升
规、道路交通等企业的“难点”“堵点”，
为多条产业链“补链成群”。

通过实施“链长制”，万盛经开区一大
批企业发展劲头更足，发展势头更好。今
年1-8月，万盛经开区为福耀玻璃、多普
泰制药等企业降低用电成本2419万余
元，帮助争取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污染治理
和节能减碳专项资金1570万元。

万盛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他们还将整合多个部门、多项政策
资金，设立金额高达1亿元的资金池，
对企业创新进行奖励，力图让“每个企
业都有创新活动”。该区还提出，“十四
五”时期，他们将再造一个万盛工业，建
成为渝南黔北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和工业创新发展高地。

产业转型做“绿色”文章 实施技改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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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今年国庆期间，位于南川城区的东
街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
前来打卡拍照。

近年来，南川立足特色化、抓住同
城化发展契机，围绕“三优”（区位条件
优越、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优厚）谋
篇布局，努力打造山清水秀旅游名城、
大健康产业集聚区、景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区、主城都市区后花园。

打造“1小时通勤圈”

南川是主城都市区与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和黔北地区的联结点，区位
条件优越。

为实现与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目
标，去年以来，南川积极助推渝湘高
铁、渝湘高速复线建设以及开工建设
西环高速、万正高速，协助做好市域铁
路、城市快线规划建设工作。力争缩
短南川与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的时空
距离，实现“1小时从中心城区上金佛
山”目标，打造“1小时通勤圈”。目前，
从南川城区到中心城区车程缩短至50
分钟。

同时，南川还优化区内旅游交通空
间布局，构建“二环三快二索道”内部循
环网络，提升现有178公里环金佛山干
道至二级以上水平，以及升级金佛山北
坡、南坡、西坡上山快速通道等，加快形
成“快进、畅行、慢游”的游览格局。

实现景城乡融合发展

南川全域森林覆盖率54.8%，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342天、位列主城都市区
第一。同时南川区拥有主城都市区唯
一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生态公园山王

坪、“十二金钗”大观园等景区，自然资
源、生态优势得天独厚。

2018年，南川提出了“金佛山—南
川城—大观园”景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径，着力打造100平方公里景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区，构建“城依景、景融乡、乡
伴城”的空间形态。

“景”是着重提升金佛山品质。通
过实施旅游产品提升行动，培育山地
运动、中医药养生、赏雪滑雪、休闲避
暑等特色文旅产品，积极争取龙岩城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重庆首个“双
遗之城”。力争打造山清水秀旅游名
城，到2025年游客接待突破5000万
人次。

“城”是改造升级南川东街。南川
区结合棚户区改造把东街作为引客入
城的核心项目，将其打造成了文旅商
业综合体，补齐景城乡融合发展中

“城”的短板。如今，东街不仅成为游
客慕名前往的打卡地，还入选重庆新
地标10强。

大观原点旅游综合体是景城乡融
合发展中“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综合体已完成景观打造，预计明年1月
将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包含乡颂文
旅商业街、太虚世界沉浸式数字自然剧
场等，建成后将集游客接待、特色餐饮、

休闲购物、民宿体验、花海景观等功能
为一体，从而带动大观园乡村游提档升
级，大幅提升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和
水平。

形成大健康产业集聚

南川依托金佛山的资源禀赋以及
药用植物种数占全国38%的优势，打造
以中医药和康养产业为重点，大力培育
具有区域带动力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目前，该区正加快实施中医药产教
融合示范区、中国生命健康科学城等重
大项目，构建“种、加、销、医、养、研”中
医药全产业链，到2025年，力争实现产
值600亿元。

同时，承接重庆中心城区市民的康
养需求，培育起森林康养、文旅康养、运
动康养、中医康养4种业态，打造市民

“第二居所”。如今已建设良瑜、兴茂、
黎香湖等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培育健
康养老、温泉疗养等康养产品，让游客
体验“静的养心”、参与“动的康养”。

在“文旅+”的催化、融合、拉动下，
南川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为代表的康
养产业产值目前已突破100亿元，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已形成10平方公里框
架，引进医药企业43家，努力把南川建
设成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四宜之城”。

围绕“三优”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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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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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推行5年来，她走遍永川全区
250多条河流，不管节假日或是烈日酷
暑、风雪严冬，时常能在河道边见到她巡
查的身影，积极协调整治各类水污染问题
43227处。她于2016年－2019年个人
年度考核连续4年评为“优秀”，荣获永川
区委三等功表彰；2019年，获得重庆市水
利局、重庆市总工会表彰“最美护河员”称
号；2020年，获得水利部和中国农林水利
气象工会表彰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最美护
河员”称号。她就是2021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水生
态建设与河长制工作科科长蔡兰兰。

推动河长制从无到有

2017年初，永川区全面推行河长
制，蔡兰兰被抽调到区河长办并负责
全区河长制推行日常工作。她积极带
领办公室人员从基础工作开始干起，
深入河库一线摸“家底”。白天跑现
场，晚上汇总研究，连续4个月的日夜
奋战，编制完成了全区河库名录，完善
了各流域、各镇街水系图册，完成了全

区河流115个水质监测断面设置，制
定了《永川区水质断面监测工作实施
方案》。同时，积极组织建立全区河长
组织体系，探索制定了永川区河长制
推行会议、巡查、部门联动等多项工作
制度，为永川区河长制推行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全市率先组织编制完成河
流“一河一策”方案，得到了水利部、长
江委的高度肯定。2017年11月，她受
邀到西藏水利厅作“一河一策”方案编
制经验交流。

蔡兰兰作为河长办的“老员工”、
“带头羊”和“小老师”，非常重视对大家
的传帮带，总是不厌其烦甚至手把手地
带着同事们尽快掌握全区河库基本情
况及保护措施，参与协助全区三级河长
管理河库的方法和要点等，并先后牵头
制定《永川区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永
川区水环境综合考核评分排名通报办
法》《永川区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工作
方案》和《永川区河库管理长效监管机
制》等工作办法和机制，切实推动全区
河长制从无到有。

让母亲河焕发新颜

为了永川的河畅水清和建设大家满
意的幸福河，特别是2018年永川开展各
类专项治理以来，蔡兰兰不仅要统筹协
调全区河长制工作，还要服务于全区三
级河长，把河库管理好，把水质提升起
来，她和同事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

在她的带领下，永川区河长办充分
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创新制定和建立
了部门河段长制、河库网格化管理机
制、建成智慧河长管理系统以及“河长+
检查长”等一系列方案、制度、办法，总
结推广出的永川区河长制推行先进经
验吸引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广安及
周边巴南、石柱、武隆等10余区县前来

学习。2018年8月，永川区“治理一条
河·改变一座城”生态治理模式走进了
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在河长制的有力助推下，永川区已
彻底消除了城区黑臭水体，各流域水质
由2017年的劣V类已提升至Ⅲ类。如
今的永川，“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
中”的和谐画卷浑然天成，“管水护岸”的
因子绽放人心，浸润碧水，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这一切都离不开
永川区委、区政府的“铁腕治水”和像蔡
兰兰这类护河人的倾情付出。

奉献水利事业二十载

在工作上，蔡兰兰总是自己主动担责、
迎难而上。2020年12月，永川区临江河在
评选全市“最美河流”时，就是她多方查找河
流整治前后对比照片、反复修改文稿和
PPT，亲自上台演讲，充分展示了区委和区政
府举全区之力治理临江河、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胆略和担当，充分展示了百万永川人
民保护母亲河的信心和决心，打动了业内人
士和专家评审团，使临江河从全市5300多

条流域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全市“最美河流”。
蔡兰兰在水生态环境建设上功不可

没。2019年，永川区圣水河被评为全市
“最美河流”，永川区河长办被评为“市级模
范标兵单位”；2020年，永川区因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
明显，获得国务院办公厅1000万元督查
激励，永川区水利局也力获全国“全面推行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集体”殊荣。

参加工作近20年来，蔡兰兰始终坚
持奋战在水利基层一线，多次参与特大干
旱、暴雨洪灾抢险处置和水源、河流治理
等工程建设，她参与并见证了永川水利事
业的大事件：孙家口水库、金鼎寺水库、南
瓜山水库的建设，解决了永川百万城市人
口饮水问题；临江河、小安溪、九龙河流域
实施了河道治理工程，为沿河千万百姓防
洪安全筑起永固保障；特别是负责河长制
工作，使河流污染多年的历史沉疴得到有
效解决，为全市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和
水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提供

蔡兰兰蔡兰兰（（右一右一））与江津区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临江河跨界联合巡查工作与江津区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临江河跨界联合巡查工作

□本报记者 夏元

10月4日，国庆长假第四天，长城
汽车永川基地就提前复工。这里是国
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皮卡生产基地。

长城汽车永川基地作为汽车产业
链“龙头”，还为永川带来了发动机、物
流配送等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
成了汽摩产业“抱团扎根”发展格局。

长城汽车永川基地产销两旺，背后
是重庆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套

“打法”——促进产业链协同协作，通过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培育一批领军
企业和“链主”企业，壮大一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舞动“龙头”激活全产业链

位于两江新区的京东方，高洁净度
的车间里正生产大家熟悉的显示屏。
凭借这样一张“屏”，京东方给重庆带来
了全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通过龙头企业的牵引和带动，一个
区域内催生出产业聚集带，从而形成产
业集群。如笔电产业。重庆通过引入
惠普这一“龙头”，实现了笔电产业的从
无到有。为壮大全产业链，重庆还引入
宏碁、华硕等行业巨头。目前重庆仅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就有近700家。

重庆近年崛起的多个新兴产业中，
都出现了龙头企业身影，如风电产业，

有全行业龙头企业中国船舶集团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带动全市形成了较
为完备的风电产业链。

目前，重庆已梳理出33条重点产业
链，理清了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建立起较
为完整的产品图谱和企业图谱。接下来，
重庆还将围绕“十四五”时期全市“6+5”
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布局，推动产业链补
链、延链、强链和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保
障供应链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

让“小巨人”迸发“大能量”

由重庆桴之科公司自主研发的“神
目77G毫米波雷达”汽车用传感器，一
投放市场就受到青睐。凭此，该企业跻

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
像桴之科这样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近年在重庆不断涌现。
前不久，工信部公布的第三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53家渝企
上榜。截至目前，全市有118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59家市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
的重要一环，在细分领域有着标杆示范
作用。”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刘群生
表示，虽然这些企业体量不大，但凭借有
效的创新力度、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质量
靠谱的研发产品，在细分领域独当一面。

今年初，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文，

“十四五”将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多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带动约1
万家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今年来，全市启动了“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入库培育行动，出台《重庆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奖励实施细则》《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品牌推广计划》
等配套政策。

市经信委副主任杨正华表示，接下
来，全市将把培优中小企业与做强产业
相结合，加快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成
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主城都市区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地和增
长极，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头
戏”。

杨正华表示，为加大主城都市区制
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推进力度，重
庆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包括：提升产业
能级，引导主城都市区各园区专注于
2-3个细分领域建立特色产业链；实施
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划，加快布局技术
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高端研发平
台，增加创新主体数量；深化大数据智
能化赋能，壮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规模，促进更多中小企业“上云、用数、
赋智”等。

目前，重庆通过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开放合作，重点加强成渝地区产业链供
应链协同协作。在今年5月，川渝两地
已提出强化两地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
同，共建产业集群。

接下来，重庆将持续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完善创新链、拓展价
值链，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迈进，让高质量发展路子越走越
宽广。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重庆“链”出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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