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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部门街镇负责人晒思路晒举措大型全媒体访谈

作为重庆的老工业基地，綦江有着非常深厚的产业底蕴和发展基础。如何推动綦江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现老工业基地涅槃重生？近日，綦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龚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綦江工业园区将以“产业
如何走好转型路、如何打造升级版”破题，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盯住“高质量”扎实干、抓住“供给侧”
加力干、扭住“智能化”创新干，重点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发力，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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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工业园区在产业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成效？

龚锐：围绕齿轮传统产业，实现

了“品牌化”改造。加快推动以齿轮

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设

立齿轮产业研发、创新中心，推进 6

家齿轮加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齿轮

加工企业中数控设备增加到417台，

推行卓越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产

等先进生产管理模式，成功研发点线

啮合齿轮技术改进汽车变速器产品，

打造以点线齿轮变速箱为主的“綦

铃”“长工”等汽车半轴制造品牌，建

成投产“綦齿传动智能制造基地”、荆

江半轴等智能化项目。加大齿轮机、

电、液、控一体化的集成创新，以2万

辆新能源汽车、展亮汽车 5000 辆改

装车、綦齿传动40万台汽车变速器、

力阳嘉渝摩托车整车等项目为龙头，

着力发展以齿轮为核心的装备制造

产业。实施“支柱产业人才开放计

划”，与重庆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合

作，在荆江半轴、齿轮传动等公司挂

牌建立齿轮产业发展实习基地，达成

意向合作项目7个；举办西部齿轮城

科技发展论坛，成立汽车产业专家委

员会，吸引 7 名国内知名院校、科研

机构专家教授及60余名齿轮专业人

士围绕綦江齿轮产业发展现状、存在

问题、发展趋势等方面深入剖析讨

论。

立足铝精深加工，实现了“延伸

式”改造。充分利用“市级循环经济

试点园区”金字招牌，大力推动铝精

深加工发展下游产业，延伸铝产业链

条，促进循环化利用、绿色化发展。

第一，搭建铝电联营平台。依托丰富

煤炭资源，龙头企业旗能电铝自建发

电厂，将煤炭资源转化为电力资源，

每度电成本减少0.1元，每吨铝液成

本直接降低 1300 元，每年新增效益

达 4 亿元。第二，延伸铝液直供链

条。发挥上海友升、北方铝业等下游

铝精深加工企业效用，减少铸熔环节

直供铝液，每吨铝节省天然气160立

方米、电600—700度，每吨降低成本

1000元，每年节省成本3.4亿元，形成

铝液—铝合金液—铝合金型材—铝

合金零配件—铝合金装备的完整产

业链。第三，增加废物互用收益。加

快对接旗能电铝二期工程，利用旗能

电铝每年生产的 50 万吨粉煤灰、20

万吨脱硫石膏和500万吨冷却水，引

进鹏坤建材、华强化肥、旗电石膏等

企业生产混凝土砌块、煤渣砖和隔墙

板等，引进化肥生产项目每年直供旗

能电铝液氮9万吨脱硫硝，旗能电铝

反供蒸汽、脱硫生产的硫酸铵等生产

化肥。

引进大数据智能化企业落户，培

育发展高端新兴产业。目前，已有生

产电源控制芯片的利市通企业和生

产柔性显示屏关键材料的纳米银项

目，填补了园区“芯屏器核网”等产业

空白。今年4月，华芯智造在园区投

产，填补了綦江芯片生产的空白。其

研发的一款主要用于低轨微小卫星

的电源控制模块，已成功应用到卫星

上。而总投资达 103 亿元的腾讯云

基地项目也已落户园区，腾讯云将在

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领域，与綦江

和重庆市的工业企业实现深度融合，

打造世界齿轮电商交易平台、新能源

汽车及配件电商交易平台、交通用铝

电商交易平台、工业企业上云等，预

计合作内容全部达效后产值可达300

亿元。还有奥森通讯、博远高科、伟

视安、多次元等项目，在芯片制造、电

子元管件、通讯器材等高端智能制造

产业领域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通过这些举措，綦江工业园区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初步成

效。一批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

初见成效，荆江半轴、赛之源、旗能电

铝、綦江齿轮传动、百科鼎昱 5 家企

业认定成为重庆市数字化车间。高

端智能制造产业签约项目总投资约

53亿元，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达253

亿元以上。新兴产业的引进与培育，

将有利于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促进园区创新发展，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

转型升级跑出“加速度” 创新驱动迈入“快车道”
——访綦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龚锐

【綦江工业】

记者：今年初，重庆、贵州两省

市发改委公布的《渝黔合作先行示

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到，要以

产业协作联动先行示范，打造生态

经济新增长极，对此如何理解？綦

江如何借力？

龚锐：实现以产业协作联动先

行示范、打造生态经济新增长极这

一目标，渝黔两地相关区县要借助

两江新区、贵安新区“两极”的优

势，用好用活国家赋予的发展改革

政策，在重大创新上先行先试，在

国际物流、新型工业化等领域务实

合作，共同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綦江处于“两极一轴一核”的核心

区上，可借力“两极”打造内生动

力，在共同开辟陆海新通道经济轴

线上实现新发展。

渝黔两地要加快在大数据、大

健康、金融服务和智能制造方面协

同发力，促进产业向高端发展。同

时，加强上下游产业协作，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綦江将借力优化

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

兴产业，在携手打造西部智能引领

创新极点上取得新突破。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记者：綦江工业园区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怎样建设？

龚锐：綦江工业园区是2006年

经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领导小组

批准设立的省级特色工业园区，包

括桥河和北渡组团，规划面积25平

方公里，目前已形成汽摩整车及零

部件、铝精深加工、建筑产业现代

化三大支柱产业。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是

明确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方向。国

家高新区是推动创新的重要载体，

是实现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主要

方向。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高新

区4家、市级高新区6家，而綦江未

在其列。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方

向，有利于綦江工业园区坚持以创

新驱动为引领，大力培育引进高新

技术企业，推动全面转型升级。

园区将借助渝黔合作和陆海

新通道战略，培育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升平

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强化与两江

新区、贵安新区在“大数据+智能制

造”领域合作，争取布局渝黔云计

算产业园、大数据IDC容灾备份中

心、5G场景应用等新项目、新产品、

新业态。升级以铝精深加工为主

导的传统产业，加强渝黔两地深度

合作，引进贵州的富余原铝，做大

循环经济，争取旗能二期上马，力

争在航天航空等高端铝材精深加

工领域上实现新突破。

明确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

向。在原有产业发展基础上，结合

全市产业发展重点，进一步明确綦

江工业园区产业发展依托原有的

传动齿轮、变速箱、半轴等产业，加

大对新能源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招

商引资力度，突出高端装备制造

（重点以新能源汽车及汽摩零部件

为主）产业集群，力争打造成全市

重要的新能源汽摩核心零部件产

业基地。依托旗能电铝铝液资源，

大力发展煤-电-铝-铝精深加工

产业集群，突出高端金属材料和动

力电池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

群。紧紧抓住全国大力推进装备

式建筑重大机遇，进一步完善钢结

构、混凝土构件等产业链，推动形

成以节能环保装配式建筑构件为

主的建筑现代化产业集群。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如何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呢？具体有哪些举措？

龚锐：坚持“需求导向，企业主

体，重点突破”的原则，推广普及智

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

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传统

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一是积极推动传统优势企业

进行智能化改造。抓住全市大力

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机遇，利

用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循环经济改

造、“机器换人”等引导资金，推动

核心龙头企业更新设备，推动智能

化改造。如旗能电铝构建智能数

字化铝电解槽技术集中管控平台，

通过信息化联网、智能配送进行智

能化工厂改造；荆江半轴投资2000

万元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技改升级，

全面提升企业的智能化、自动化程

度；赛之源二期已初步完成技改升

级；百科鼎昱完成生产线智能化、

自动化升级改造；长风齿轮新厂区

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产；跃龙杭

萧钢构正建设智能机器人生产线，

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展亮汽车初

步完成智能化焊接生产线调试。

二是加快培育传统企业向高

技术企业升级。大力推动智能技

术在重点工业产品的应用和渗透

整合，持续提升工业产品的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产

品的信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

工业产品的价值链高端发展。园

区已有高新技术企业34家，力争到

2020 年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60

家，占园区企业三分之一左右。

三是加快推进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推

企业创新发展。建设“中国西部齿

轮城”工业电商平台，推动产品线

上销售；以园区企业大量入驻的阿

里巴巴电商平台和重庆允升科技

供应链管理平台为切入点，推进

“工业+互联网”模式。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记者：在招商引资方面又有什

么举措呢？

龚锐：一是围绕有产业基础又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加大招商。

如以汽车电子、物联网、智能硬件、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制造为重

点方向，筹建专项基金，加大资金

倾斜，加强招商引资力度。

二是围绕有资源禀赋的产业

加大招商。发挥能源丰富优势，发

展载能产业，如大数据基础设施

IDC产业，以此为依托培育发展数

据处理和分析相关产业。

三是发展应用前景明朗的新

兴产业加大招商。如 5G 产业，包

括天线设备、传输设备、终端设备

等，市场前景广阔。

产业协作联动先行示范
打造生态经济新增长极

记者：2019 年，工业园区要完成

哪些目标任务？

龚锐：2019 年，工业园区将在

“抓、落、实”三个方面下功夫，全力推

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在“抓”上下功夫。抓园区发展

思路，围绕高新区建设目标，抓智慧

园区、绿色园区建设，提升园区规划

发展思路；抓主导产业，结合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强传统产业智能

化改造升级，积极引进战略化新兴产

业；抓龙头项目、关键性项目招商，围

绕铝精深加工、汽摩核心零部件、装

备式建筑产业招大招强招优；抓团队

建设和干部培养，通过组织干部职工

外出考察学习、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开

展培训等，打造一支执行力能力强、

统筹协调有方、推进速度快、作风硬

朗的干部队伍。

在“落”上下功夫。力争当年协

议引资 1/3 以上项目当年及次年落

地，确保20个项目开工；主动协调职

能部门，深化服务企业工作，帮助企

业降成本、补短板、增效益；推动企业

投产达产增效要实，通过增设各种发

展基金，理清投达产关键问题，实实

在在推动企业扩能达产。

在“实”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党

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作

风建设、制度建设，为园区发展提供

坚强政治保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

度，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实现

零死亡目标，不发生影响较大的环境

污染事故；全力推进 18 个政府投资

项目、34个社会投资项目等重大项目

顺利完成，夯实园区发展平台；保障

资金链接实，高效对接各家金融机

构，多方挖掘融资渠道，筹集资金基

本保障园区的建设发展。

本报记者

传统产业改造见成效 高端智能产业从无到有

念好“三字经” 推动园区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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