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工业园区内的重庆顺利永纸

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操作全自动

机械设备。据悉，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纸制品包装用品的生产企业，于今年3月

1 日正式投产，项目占地 41 亩，年产值达

1.5亿元。

记者 杨子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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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青年网络主播大赛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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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智能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

綦江工业的转型与蜕变
本报记者 陈正策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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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创新举措加强流动党员学习联系

“六个一”让流动党员主题教育“不缺课”

本报讯（记者 张斌 王京华）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前往

渝新能源公司打通一矿，调研指导安

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深刻汲取各

地煤矿安全事故教训，强化使命担

当，坚持问题导向，树牢红线意识，确

保全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调研中，姜天波一行深入打通一

矿自控中心，仔细询问自动化控制系

统日常运行及效益发挥情况，认真听

取相关负责人就工艺改进、安全管

理、从业人员培训等工作所作的汇

报。据了解，打通一矿是重庆电煤供

应的主力矿井，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

100%，是西南地区率先引进综合机械

化采煤工艺的矿井。去年以来，薄煤

层综采远程自动化开采新技术在该

矿 W22701 工作面成功应用，实现了

薄煤层工作面的“无人化”开采，提升

了开采效率，降低了作业风险。

姜天波对打通一矿在安全生产、

智能化改造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

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安全

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监管部

门、各煤矿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使命担当，将“两个维护”落实到

抓安全生产的具体工作中。要深刻

汲取各地煤矿安全事故教训，警钟长

鸣、举一反三。要坚持问题导向，树

牢红线意识，狠抓责任落实和安全隐

患排查，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消灭

隐患、防范事故。要强化安全生产制

度执行，加大“人防、技防、物防”投

入，抓好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安

全生产长效机制，确保全区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林书记，

您好，我收到了您手写的书信和学习

资料，我很激动。虽然长期在外地，但

我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

日前，在四川省德阳市务工的流

动党员柯伯君收到一份特殊的“学习

大礼包”后，与发来“学习大礼包”的文

龙街道菜坝社区书记林平联系，表达

他对党组织的感谢。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区针对流动党

员容易成为主题教育“盲区”问题，制

定落实一封家书发起“动员令”、一份

公函打通“隔山道”、一套保障送去“学

习包”、一批实事促当“急先锋”、一次

随访凝聚“向心力”、一个评价树牢“风

向标”的“六个一”措施等，让流动党员

身在外地也能学习党的知识、感受党

组织的温暖。

在关怀流动党员学习情况同时，

我区还积极促进流动党员融入所在

地，依托支部主题党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等参加当地志愿服务，为身边

群众办实事好事。今年国庆期间，广

州番禺的綦江红岩党员化龙流动党支

部召开党员大会，组织13名党员加入

“广州街坊”群防共治队伍，积极参与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获得了当地

居民和党员干部的好评。此外，自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綦江对流入党员参

加主题教育情况，也主动通过公函向

其组织关系所在地党组织进行反馈，

各街镇共与1062个外地党支部开展有

效互动。

社区为党员开设的“红色驿站”，

则成为流动党员在当地的“家”。本月

初，古南街道綦齿社区居民张大东找

到社区“红色驿站”，询问自己应该在

哪里参加党组织活动？原来，张大东

以前是当地一家国企员工，与该厂解

除劳动关系后在外打工，一直没有参

加组织生活。久而久之，张大东不知

道自己该在哪里找到党组织。经过

“红色驿站”查询后，发现张大东的党

组织关系目前在第10居民小组，便联

系该小组党支部书记张绍芳，将张大

东纳入到正常的党员管理服务中。

目前，集红色热线、党员书吧、党

员风采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红色

驿站”，已为10余名流动党员提供各种

帮助，让他们流动而不“流失”。

11月25日，在綦江工业园区华芯

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芯智造”）超净化车间内，一

台台设备整齐有序排列，身穿浅蓝色

超净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

华芯智造主要从事芯片生产、研

发、设计、集成电路板及电子产品等系

统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于今年

4 月 29 日投入试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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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半年即建成投产并实现销售

2.3亿元的企业，是綦江战略性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的典型代表。近年来，綦

江牢牢抓住转型升级这个关键词，一

方面，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

宜走好转型路，用智能化为传统产业

赋能；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让老工业

基地焕发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綦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达到18.1%，实现工业增加值119亿元，

同比增长9.7%。

“机器换人”多点开花

走进位于綦江工业园区的重庆展

亮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亮

汽车”）生产车间，只见两个工位四个

机器人正在对长7米的货箱边板进行

焊接。

“这是我们去年新投入的智能化

焊接生产线。”展亮汽车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过机器焊接，在保证质量的

同时，效率更高，现在1个人操作可以

抵之前4个人的工作量，也减轻了人工

的劳动强度。

据介绍，去年3月，展亮汽车搬迁

到綦江工业园区，一开始便投入 1300

万元，打造智能化焊接生产线。一期

投产以来，年产值达到2.9亿元。

在工业园区，同样引入智能化生

产线的企业还有綦江齿轮传动有限公

司。该企业引入7条自动化生产线，在

节约近 90%人力的同时，产能却翻了

一倍，可实现年产20万台变速器。

“近年来，我们抓住全市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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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传统优势

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区工业园区管

委会主任龚锐介绍说，通过智能化改

造，大大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了

生产成本。

目前，全区一批传统优势产业智

能化改造已初见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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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家家“大块头”传统产业企

业迈开智能化改造步伐，企业成功“脱

胎换骨”，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新兴产业“加速奔跑”

重庆南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舟科技”）紧邻华芯智造，两家企

业之间距离不到100米。这家企业是

移动终端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是一

家致力于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

在南舟科技产品展示厅，各类智

能穿戴、移动通信、机器人等科技产品

琳琅满目，许多产品广泛运用于我们

生活之中，让参观者深切感受到科技

给生活带来的乐趣。

而在工业园区重庆烯宇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企业相关负责人在一块

屏幕前，向记者展示他们所生产的“黑

科技”。该屏幕将纳米银线材料与电

容式触控技术相结合，利用人体的电

流进行感应工作，精准度高达99%，让

人获得即刻响应的极佳触控体验。

“这个产品具有绿色护眼、多点触

控、智能互动等特点，可广泛运用于教

育、会议、广告宣传等领域。”该公司负

责人介绍道。

“这两年，我们大力引进大数据智

能化企业落户綦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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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锐表示，随

着我区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持续发

力，卫星核心部件、新能源汽车电池、

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继实

现“零”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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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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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还有奥森通讯、博远高科、伟视安、

多次元等项目，促进我区在芯片制造、

电子元管件、通讯器材等高端智能制

造产业领域集聚发展。

“目前，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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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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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将促

进园区创新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企业生产忙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邓大伟）11月25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前元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区人大财经委委员和部分区

人大代表视察全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

明、刘益文、吴大林，区政府副区长杨治洪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綦江北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一级客运中心

和渝黔（綦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施工现场，认真听取了相关负责人

的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以及建设推进情况等。

据了解，1—10月，全区118个重点项目中，已开工85个，完成投

资110亿元。其中，綦江北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于今年7月22日正式

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8月完工，预计年度完成投资1.5亿元。一级

客运中心1期于今年4月11日开工，计划明年10月完成建设并投入

运营，预计年度完成投资1亿元。渝黔（綦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于

今年3月5日动工，目前，一期北区已完成基础施工，预计年度完成

投资3.3亿元，并计划明年5月初开业。

王前元在视察中指出，稳投资是中央提出的“六稳”工作要求之

一，而重点项目是稳投资的重中之重，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和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建成投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王前元要求，要统筹各项规划，持续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工程

项目“一张蓝图”上生成，确保项目可行性和高效性。要加快施工进

度，按照既定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书，加大对在建项目的要素保障

力度，进一步推动投资放量。要切实围绕市委、区委发展战略，研究

策划、包装储备一批重点项目，并抓紧启动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

度，形成滚动接续的项目储备建设机制。要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

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严把项目工程质量，确保项目早日建成并

发挥效益。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
全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王前元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