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日市场
购销两旺
春节将至，年味越来越浓，市民开始选

购灯笼、春联、中国结、彩灯等年货，营造节

日氛围。1月13日，记者走访各大商场、超

市看到，前来购买春联等饰品的市民络绎

不绝，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红火景象。

记者 陈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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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綦江代表团、渝北代表团旁听了两场分组审议，在产

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如何通过大数据智能化加快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成为代表热议的话题。

有代表形象地提出“要让老树发新芽，让新芽长成大树”，即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一手抓新兴

产业培育，让新兴产业成长为支柱产业；有代表以具体案例，说

明企业智能化改造前后的效益差别，呼吁推动更多企业进行智

能化改造；还有代表认为“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虽然智

能化改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加重企业负担，但从

长远来看，按下智能化、数字化的“快进键”，才能为企业赢得更

持久的发展……

在你追我赶的市场竞争中，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现实

中，有不少传统企业，因为体量大、效益差，舍不得投入巨额资金

进行产业升级，最终一步慢、步步慢，被市场所淘汰。这其中不

乏一些纳税大户、明星企业，这样的企业最终倒逼，对地方经济

发展而言不啻于釜底抽薪，让人扼腕叹息。

“大鹏之功，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追求高质

量发展，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就不能跛

腿走路。这需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齐头并进。让

传统产业这棵老树，通过智能化改造升级长出新芽，让新兴产业

这根新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相互之间补链成群、抱团发展，

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环

境，才能更好地为高质量

发展赋能。

“老树”与“新芽”
■饶思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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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声音重庆两会

在重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

市人大代表、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在接

受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采访时表示，

綦江立足重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理

念，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一点三区一地”

发展思路，用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

“‘一点’是指主城都市区重要支

点；‘三区’是指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服

务区、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转型升级

试验区；‘一地’是指知名休闲旅游目的

地。”袁勤华说，上述发展思路贯彻了中

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了市委市政

府“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理念，紧密结合

了綦江的实际；体现了綦江在全市发挥

“三个作用”中的使命和担当，又体现了

綦江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机遇与责任。

如何落实“一点三区一地”发展思

路？袁勤华在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对外

开放、推动生态文明持续向好、改善民

生方面给出了路线图。

工业转型升级
谋划推进“信息安全谷”和信

息安全学院建设

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

关键期的綦江，将破题的目光聚焦在工

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做好“强筋骨”、

“增动力”、“优服务”三项工作。

袁勤华介绍，工业转型首先需“强

筋骨”。要抓好大数据促智能化，主动

融入主城都市区产业发展，推动工业经

济特色化、智能化、集群化。坚持用智

能化赋能，全力支持传统企业新建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抓好以食品深加工

为重点的消费品工业，着力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

綦江还重点依托“公共大数据国家

重点实验室重庆分部”和“灾备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西部中心”，谋划推进“信

息安全谷”、信息安全学院建设，积极引

进恒大轮毂电机等重大项目，打造经济

发展新引擎，努力推动綦江工业迈向中

高端水平。

綦江工业转型还在“增动力”上下

功夫。袁勤华介绍，依靠创新，着力建

设一批企业研发中心、培育一批市级科

技型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接续创

建国家高新区。

工业转型离不开“优服务”。“营商

服务优化就是抓政策落实、抓政务服

务、抓联系帮扶。”袁勤华说，綦江制定

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21 条”等措施，

进行了一系列“放管服”改革，努力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

推进对外开放
綦江由开放“边缘”向“前沿”

嬗变

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之一。

袁勤华介绍，綦江以打造“主城都市

区重要支点”为引领，着力拓展开放平

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开放合作，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綦江经济发展外向

度。

“加快綦万一体化同城化融合化发

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补互

融、公共服务互建互享。”袁勤华说，綦江

联动万盛经开区，加快綦万“三化”发展

的目标、内涵、载体和路径研究，合力推

动綦万创新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发展“门

户经济”，建设重庆真正意义上的“南大

门”。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

区建设上，綦江也在加快进程。袁勤华

介绍，綦江正认真落实《西部陆海新通

道（綦江）综合服务区建设发展纲要》，

“一事一专班一方案”推进渝南综合物

流园、物流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等规划

建设，推动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

贸带产业。

同时，在对外开放上，綦江还在加

快项目建设，确定了 100 个、总投资

106.7 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加快交

通、水利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统筹推进渝黔高速扩能、綦万高速

加宽、川黔铁路改造升级、渝贵高铁以

及福林水库等建设工作。

（下转2版）

袁勤华：在“一点三区一地”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今年重庆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

綦江区长姜天波在接受华龙网-新重庆

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綦江仅用一年

时间就通过了市级高新区创建验收预

评审，下一步将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綦江的优势产业。近年

来，綦江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提高

工业经济的科技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巩固提升五大传统优势产业
培育壮大五大“战新”产业集群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这三个关键

词。”姜天波说，綦江一方面巩固提升五

大传统优势产业，立足产业根基，不断

提升煤炭、电力、电解铝及铝精深加工、

齿轮、绿色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的

绿色化、特色化、集约化水平。另一方

面，培育壮大五大“战新”产业集群。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战

新’产业占比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姜天

波介绍，具体而言，就是以华芯智造为

龙头，推动魔方卫星、伟安视科技等关

联项目投产，打造以芯片制造为核心的

集成电路产业；支持安徽金美锂电池项

目加快建设，打造以高性能复合材料为

核心的新材料产业；加快页岩气勘探开

发及下游产业发展，推进矿产资源、大

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打造以页岩

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以腾讯云基地为依托，加快建设公

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分部、灾

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西部中心、“一

带一路”公路物流大数据中心，在5G和

区块链技术研发应用企业的引进上实

现突破，打造以工业互联网和网络信息

安全服务为核心的大数据服务产业；以

传动齿轮、变速箱、半轴等现有产业为

基础，全力引进恒大轮毂电机、新能源

商用车、新能源汽车动力等项目，打造

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为核心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

接续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去年R&D投入超过以往四年总和

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

子”。

綦江去年支持40家企业实施智能

化改造，成功创建1家市级智能工厂、6

个市级数字化车间；新培育市级科技型

企业 146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4

家，创造历史最高纪录。引进国家重点

实验室分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各2个，培育市级以上研发机

构 30 家、科技服务机构 35 家；R&D 投

入增长 80%以上，超过以往四年的总

和。

姜天波介绍，去年綦江仅用一年多

的时间就全面达成市级高新区创建标

准，已顺利通过验收预评审。

“未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奋力创

建国家级高新区。”姜天波说，后续将

加大力度，培育 400 家科技型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入库市级科技型企业，新

培育10家高新技术企业。

除此之外，綦江还将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力争攻克一批关键共性

技术，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

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创建市级齿轮

制造业创新中心，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

给。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提高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加强新兴产业孵化和

培育，招引一批高技术、创新型人才等，

让创新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能。

据1月13日华龙网

姜天波：奋力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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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组团参展西部农交会
4天揽金50余万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全力打造綦江政务服务“升级版”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彤 邓大伟）1 月 14

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綦江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市人大代表、区委书记袁勤华，市人大代表、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

委员王勇，市人大代表、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市

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等参加。

袁勤华表示，“两院”报告站位高、有担当、工作

实、亮点多，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初心书写在司

法监督中，把使命落实在履职岗位上，完全赞成。一

年来，市高法院和市检察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市委工作安排，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两院”的

担当精神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决捍卫政治安全，

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司法保障；服务发展好，以实

际行动服务营商环境建设，有力促进了全市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改革举措实，在公益诉讼方面持续发力，特

别是在聚焦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上，体现了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检察担当；群众满意度

高，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他建议，

希望更加重视溯源治理，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进一步

深化“府院联动”，对一些敏感问题，双方多关注、多沟

通、多研究，共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姜天波表示，“两院”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务实，

通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用大量数据、事例说话，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充分体现

了“两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过去一年，“两

院”忠实履行职责，主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

的工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希望“两院”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綦江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王前元表示，“两院”过去一年工作可圈可点，为保障政治安

全稳定、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建议，希望市高法

院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同案同判”，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采取有效举措打通解决执行难问题“最后一公里”，保障当事人

胜诉权。希望市检察院持续加强公益诉讼工作，有效维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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