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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 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工业企业税收同比增长61%

构建数字文创、人工智能两大新业态

明年的发展后劲更足

雅迪电动车永川生产基地 摄/陈科儒

近日，永川喜讯频传：12月15

日，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产业基地项

目正式签约落户重庆云谷·永川大

数据产业园；本周，长城汽车蜂巢发

动机和9AT变速器扩能项目也将开

工建设。

永川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这

两个项目的落地和建设，将有力助

推永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大讯飞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行业领头

企业，与永川合作共建人工智能产

业基地，将推动永川数字经济再上

新台阶，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长城汽车的发动机

及变速器扩能项目是西南地区最高

端的自动变速器项目，也是长城汽

车科技含量最高的产品，进一步夯

实了汽车产业链条，为永川加快建

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再添新动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永川区经济

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今年前

三季度，永川实现经济增速11.6%，

位列主城都市区第三位，其经济增

速有望连续第三年名列全市前茅。

重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 摄/陈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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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蜂巢动力系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底将实现量产 摄/陈仕川

重庆首个L4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在永川开启商业化试点 摄/陈仕川

“永川能持续保持较高的
经济增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在工业经济上实现了质的
稳步提升！”永川区经济信息
委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表
明，今年1-11月，永川规上工
业企业实现产值1350亿元，
增长20.6%，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12.1%；今年1-10月，永
川实现工业企业税收23亿元，
同比增长61%。

永川的工业经济增长主
要来自汽车摩托车产业：今年
1-11月，永川汽车摩托车产

业共实现规上工业产值397.8
亿元，同比增长69.5%，增长贡
献率达70.6%。

永川汽摩产业能实现快
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长城汽车
永川工厂推出的两款优质车
型：长城炮和坦克300。两款
车既有硬汉外形，又有科技内
涵，还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长城炮填补了国内乘用
皮卡的空白，坦克300填补了
20万元左右价位的越野车市
场空白。

长城汽车永川工厂于

2019 年 8 月建成投产并量
产长城炮皮卡，在2020年就
完成产销11万辆，占到了全
国皮卡汽车销售总量的四分
之一。今年初，坦克 300实
现量产，一经上市就供不应
求，成为今年供应最为紧张
的车型之一。

“长城炮和坦克300的畅
销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期
值！”长城汽车永川工厂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长城
炮欠市场订单 2万辆，坦克
300 欠市场订单 10 万辆左

右。现在，顾客到4S店购买
长城炮至少要等3个月才能
提到车，坦克300则至少等6
个月。

为保证长城炮和坦克
300供应，工厂4000多名员
工排成两班 24小时不停生
产，长城汽车总部也将芯片优
先供应永川工厂，仍旧满足不
了市场需求。工作人员预计，
工厂今年总共将生产12万辆
长城炮、8万辆坦克300，产值
约 300亿元，约比去年增长
173%。

“明年的永川，将会继续
保持这种高质量发展良好态
势！”永川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表示，其理由主要有三个：
一是一批优质重点项目即
将投产，将为永川持续保持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二是今年招商成果喜人，将
为永川持续保持高质量发
展增添后劲；三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
释放政策红利，永川获得更
大发展平台。

从今年底开始，永川将
陆续建成投产星星冷链、雅
迪电动摩托车、长城汽车蜂
巢发动机、长城汽车蜂巢变
速器等一批重点项目。其
中，雅迪电动摩托车将于12
月底投产，预计明年实现100
万辆电动摩托车产量；星星
冷链将于明年3月投产，达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5亿元
以上；长城变速器一期将于
本周投产。仅这3个项目，明

年就可为永川新增100亿元
工业产值。

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发
动机及9(H)AT变速器扩能
建设项目将于2022年1月进
场建设，2022年 8月竣工并
安装设备，2022 年 11 月投
产。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54
亩，总投资28亿元，建成达产
后，发动机年产能由18万台
扩能到50万台，变速器年产
能由25万台扩能到50万台，
新增年产值约70亿元、税收
7亿元。

下一步，永川将力争把
长城汽车整车工厂做到年产
50万辆规模，加上50万台发
动机、50万台变速器等，将实
现“3个50万”规模。另外，
永川要将雅迪电动摩托车做
到200万辆整车及70万台/
套配套零部件规模，整车及
零部件产值达 100 亿元以
上，使汽摩产业达到1000亿
元以上规模。

2021年，永川新开工项
目 132 个，到位资金 242 亿
元，双双位居全市第一。这
一年，永川签约招商引资项
目302个，协议总投资756亿
元，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
130个，投资10亿元以上项
目8个。随着这些项目相继
开工、建成、投产，将为永川
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大后劲。

2021年，国家加快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给 永 川 带 来 重 大 发 展 机
遇。2021年 7月 6日，国务
院批准同意设立重庆永川
综合保税区。8月18日，永
川综保区正式开工建设，预
计明年国庆节前实现封关
运行。永川综保区的设立
使永川继国家高新区后获
得又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
平台，为永川更好发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枢纽节
点、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战
略支点”作用、更好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更好融入国际国内
双循环格局，提供了重要平
台支撑。

2021 年 10 月 20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发布，明确提出“支持永
川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和西
部职教基地”。教育部和重
庆市政府紧接着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动重庆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促进技能型社会建
设的意见》，明确支持永川区
建设西部职业教育基地，打
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样板
城市，建设国家级产教融合
型城市，使永川职教迎来新
一轮重大发展，将为永川进
一步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加
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贺娜 费睿

2021年，重庆云谷·永川
大数据产业园也加快了数字
产业化转型升级步伐，快速构
建形成数字文创、人工智能两
大新业态。

今年10月20日，达瓦未
来科技公司在2021中国科技
影视高峰论坛(重庆)上发布
了国内首部全LED虚拟拍摄
电影概念片《未知行星》，引发
业界震荡，标志着永川在虚拟
制片、虚拟拍摄等关键核心技
术上已成功破解“卡脖子”难
题，与好莱坞顶级数字内容制
作公司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达瓦未来的全LED虚拟
拍摄技术是在该公司原有虚
拟制片、虚拟拍摄技术基础
上，新增了实时算法、实时补
偿、虚拟摄影机与真实摄影机
联动融合等多项自主研发技
术而形成，在真实摄影机拍摄
演员表演的同时，虚拟摄影机

通过捕捉真实摄影机镜头，实
时调整虚拟画面，从而使实时
输出的影片实现真人与虚拟
画面的无缝合成，大幅缩短了
拍摄周期、大幅降低了拍摄成
本，为国内影视制作带来革命
性技术革新。

以达瓦未来这一“准独角
兽”企业为技术核心，重庆云
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现已聚
集了山喵影视、艾尔平方、动漫
岛、灵猫游戏等120余家文创
企业，涉及先进影像制作、文化
创意设计、大数据分析及采集、
游戏运营、文体直播等各领域，
为打造全国一流数字文创产业
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人工智能产业上，重庆
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已聚
集了3个头部企业——

一是百度公司。2019年
8月，由百度公司、重庆车检
院、永川区三方合作实施的

“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与示
范运营基地”项目落地永川；
2020年9月，“西部自动驾驶
开放测试与示范运营基地”建
成投用；今年4月，由百度公
司、金龙客车共同打造的3台
红色的L4级自动驾驶中巴车
正式驶上街头投入载人运营，
在全国开创了在城市道路率先
投用自动驾驶公交车的先河。

二是阿里巴巴。2020
年，阿里巴巴（永川）客户体验
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重庆
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该
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将在永
川打造集消费者/商家电话咨
询服务中心、交易保障中心、
消费大数据综合展示中心的
阿里CCO项目，计划建设客
服座席5000席，规模居阿里
巴巴全国规划五大客服基地
之首。2020年 3月，该中心
正式投入运营；2021年2月，

正式启动项目二期，9月投入
运营，现已建成1400个座席。

三是科大讯飞。根据协
议，科大讯飞将与永川共建人
工智能产业基地，重点打造
AI协同创新中心、西部大数据
产业人才教育中心、智能硬件
生产中心、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中心，N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的“1+4+N”的产业生态体系。

以 AI 协同创新中心为
例。科大讯飞将构建“数字办
公、AI+财务、AI+招聘、AI+
生产、AI+营销、数据中台与
AI中台”等20多种场景化解
决方案，开展400多项技术赋
能，协助永川区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在智能硬件生产中心方
面，科大讯飞将在永川投资建
设两条儿童陪伴机器人生产
线，并生产智慧幼教产品和制

作幼教数字内容，预计5年内
完成50万台产量。

“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落地
永川后，必将为永川集聚和培
育一大批创新创业主体，推动
永川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加
速发展！”科大讯飞副总裁、西
南大片区总裁娄超说，目前，

基于科大讯飞400多项人工
智能底层技术的创新团队，全
国已有280万个（其中重庆有
5.2万个），且以平均每个月增
加9万个的速度快速增长，科
大讯飞永川人工智能产业基
地将吸引大批创新团队前来
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