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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 
国家中心城市 西部创新中心

·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中国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西南交通枢纽、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通江达

海，是国家中心城市、西部创新中心、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

上，陆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在此交汇。当前，重庆又迎来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重庆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机遇，成为内陆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年利用外资超100亿元，超26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重庆。

户籍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2015）

3375万人

行政区划 

幅员面积

24个市辖区、10个县、4个自治县

82400 平方公里

15719.7亿元



两江新区 
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2010年6月18日，重庆两江

新区正式成立。中国内陆第一

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扬帆起

航，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

挺进到内陆腹心地带。

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
的重要门户

内陆重要的
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
业基地

长江上游地区
的金融中心和
创新中心

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
的先行区

科学发展的
示范窗口

国务院赋予两江新区五大功能定位

两江新区位于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
嘉陵江以东，包括江北区、北碚区、
渝北区 3 个行政区的部分区域，规划
总面积 1200 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 
550 平方公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主要承接地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核心区



产业体系
两江新区围绕 “311”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三大优

势产业，培育壮大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十大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加快建成内陆

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三大优势支柱产业

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十大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电子核心部件、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云计算及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及智能终端、
通用航空、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能源装备、节能
环保、新材料。

新型金融、国际物流、大数据及信息服务、软件
设计及服务外包、跨境电子商务及结算、保税商
品展示及保税贸易、总部贸易和转口贸易、专业
服务、健康医疗、文创旅游。

两江新区产业空间布局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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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产业体系

一心

金融商务中心

八园

互联网产业园

电子信息产业园

服务贸易产业园

智能制造产业园

保税加工贸易产业园

汽车产业园

通用航空产业园

生物医药产业园

服务贸易产业园

六城

照母山科技创新城

水土高新城

悦来会展城

礼嘉商务城

龙盛产业新城

江北嘴金融城

四带

高新技术产业带

物流加工产业带 

先进制造产业带

都市功能产业带



汽车产业 机器人产业

中科院重庆智能研究院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

重庆分中心

中科院重庆两江机器人

育成中心

机器人产业基金、

两江机器人融资租赁公司

川崎机器人系统集成及

机器人制造基地

研发

检测

孵化

转化

制造

新能源汽车研发

汽车测试评价

整车制造

汽车产业资讯

大型整车企业引进

汽车共性技术研发

交通物联网

中国最大汽车生产基地——两江国际汽车城，“十三五”期间，汽车产业将集
聚 10 大品牌，实现产值 5000 亿元。

长安

鞍钢 大陆集团

霍尼韦尔 东风伟世通

李尔

东风小康菲亚特 力帆 韩泰轮胎

本特勒江森自控 伟巴斯特

蒂森克虏伯 日立汽车

摩比斯浦项汽车

长安福特 北京现代 上汽通用五菱 上汽依维柯红岩

两江新区成立机器人产业基金、机器人融资租赁公司，吸引了川崎、酷卡、
ABB 等国际先进机器人企业落户。



创新创业平台
两江新区将立足于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依托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政策优势，着力推进创新

创业，整合创新资源、打造产业生态、建设创新载体、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扶

持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科技金融。

照母山科技创新城作为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的重要载体和创新平台，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游戏、移动新

媒体、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电子商务、数字出版、文化创意、工程（工业）设计等高新

技术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仪器仪表、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建设总部办公、金融服务、文化艺术、商业商贸等配套体系，成为创新资源集聚的科

技创新城。

照母山科技创新城

照母山科技创新城位于照母山下南侧的人和、大竹林组团，面积约50平方公里。现已形成400多万平方米产业楼宇、
5000 亩生态公园、1000 多家企业和 10 多万商务办公人群。

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以“一楼一生态”、“一楼一产

业”的创新理念和“创业咖啡+孵化营+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

器”的建设模式，积极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构建创新创业

生态链，大力推动各类众创空间建设发展。

西游汇移动游戏
众创空间

华龙网移动新媒体
众创空间

易一互联网金融
众创空间

腾讯（重庆）
众创空间

猪八戒文化创意
众创空间

两江广告创意
众创空间

赛伯乐 ( 重庆 ) 
众创空间



水土高新城占地118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65平方公里。重点围绕“两高三心”——高新

技术产业园、高端人群居住区和数据处理中心、电子信息软件研发中心、医药外包服务中心的产业定位，

发展数据处理（云计算）、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软件研发及创意等“5+X”产业。

水土高新城以显示面板、集成电路、云计算及物联网、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产业为依托，将打造成为现代高新科技城，吸引了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重庆分中心等一批科研机构、企业工程中心、技术中心、重

点实验室、检测中心入驻。

两江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两江新区科技创新中心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城，科创中心以提升两江新区产业竞争优势为导向，

采取政策引导、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利用网络及物理平台，以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构建重庆

优质的创新创业生态。

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
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城，规划了占地约为3平方公里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数据机

房，集企业研发、总部基地、商务办公、五星级酒店和生活配套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为整个云计算产

业提供有力支撑。

水土高新城



人才平台

引才引智平台 人才培养平台 人才激励平台 服务保障平台·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基地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中国重庆两江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

·国家（两江）广告产业园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9 个国家级创新基地

重庆两江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于2015年5月

开园，由国家人社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

是西部地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窗口。

重庆两江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定位为

“三中心一平台”，即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中

心、高新技术项目孵化中心、科技创新型企业

聚集中心，留学人员信息交流和成果展示交易

平台。将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放在首要位置，以“创新创业”为引

领，不断聚集创新要素，引导留学人员从事创

重庆两江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

新、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推广，培育一

批具有引擎和龙头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体。

留学人员创业园主要布局在照母山

科技创新城、水土高新城和龙盛工业开发

区等三个基地，拥有为创新创业配套服务

的服务中心、孵化中心、人才公寓、国际

学校和国际医院，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



产业体系

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

位于照母山科技创新城核心地带，一期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二期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围绕新兴科技

产业，打造企业、资本、人才、信息多维融合的产业生态，建设“互联网+”创新创业高地。

目前，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布局了移动互联网等6大新兴产业类型、7大品牌众创空间和互联网学院。集聚

了猪八戒网、博恩等龙头企业、重点企业50余家，入驻创新型、科技型微小企业300余家。预计到2017年年底，

将有500余家企业入驻。

重庆互联网学院

中国首个互联网综合教育基地、开放型互联网学院。

重庆互联网学院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由教学区、生活配套区和办公服务区12栋楼宇组成，按照智慧

校园、未来生活的理念建设，能同时提供10000名学员的综合培训和2000员学院的住宿及生活配套服务。

在教学方面，重庆互联网学院充分运用网络化、智能化教学手段，采取“知名企业学院与高端培训机构教

学+互联网产业园实训”、“培训+就业+创业+再培训”等模式，线上汇聚全球智慧、线下整合国内外先进师

资，为学员提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丰富的教育资源。重庆互联网学院课

程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技术类、产品类、设计类和运营类。



人才需求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设计与研发、

数字化产品研发与制造人才。

生物医药：重大疾病药物研发

技术人才，免疫药物分析及纯

化技术人才，精密医疗设备研

发与操作人才。

装备制造：仪表仪器及零部件

设计与制造人才，机器人研发

与技术支持人才。

汽车制造：汽车全球化经营、管

理及资本运作人才，车身、底

盘、发动机、电子电控技术研发

及制造人才，新能源设计与应用

人才，汽车智能化人才。

新能源和新材料：主要有新型

能源与材料研发人才，常规能

源与材料研发人才，生产服务

人才。

现代金融：具备全球视野的高

级管理人才，金融高端专业技

术人才和创新型金融领域专业

人才。

商贸物流：熟悉商贸物流等政

策和管理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

才，商贸物流专业技术人才。

数据处理及服务外包：熟悉数

据处理及服务领域的中高端管

理人才。

8
类
核
心
紧
缺
人
才

重庆两江新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由两江新区管委会和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共同组建，是两江新区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该公司建设独具

特色的人才库，自有人才资源2万余人，合作共享资源8万余人。通过多渠道解决企业用工需

求，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两江名企高校行”、“才聚两江”品牌引才活动。累计为北京现

代、上汽通用五菱等一大批重点企业组织用工5.3万人。

两江新区人力资源公司

国际合作优势——与英国

全英华人生命科学学会、美国

二十一世纪学会等170余家境

内外机构达成战略合作。

区域合作优势——与云

南、贵州、四川等150家国内

外大中城市人力资源机构建立

人才联盟和合作关系，构建最

广泛的战略合作网络。

院校合作优势——与北

京大学、重庆大学、重庆理工

大学等220所院校达成战略合

作，建立人才“蓄水池”。

企业合作优势——与京

东方、北京现代等200家跨国

企业和重点企业达成战略合

作，为企业提供人才保障。



人才政策
两江新区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研究编制了“2+5”人才政策体系，努力实现环境聚才、

项目引才、事业育才、情感留才。

《重庆两江新区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若干政策的实施
细则（试行）》

《重庆两江新区促进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试行）》

《重庆两江新区重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激励暂行办法》

《重庆两江新区卫生优秀人才引进和培养暂行办法》

《重庆两江新区教育优秀人才引进暂行办法》

2 5
《 两 江 新 区“ 十 三 五” 人
才建设与发展纲要（2016-
2020）》

两江新区党工委出台的《加
快人才集聚推进创新创业的
意见》

纲领性文件 具体配套实施政策

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培育政策摘要

人才认定对象

重庆市认定的四类人才及两江新区认定的创新创业、卫生、教育和企业高管等各类人才。

人才引进

1. 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开办资助，每年补贴10万元工作经费，并免费提供不

少于300平米的办公用房。增加1名柔性引进院士每年补贴5万元工作经费。

2.对认定为重庆市一、二类人才的外国专家，3年内按照年薪给予年薪资助，30-50万元资助
30%；50万元以上资助40%。总额不超过30万元。

3.对引进重点高校博士毕业生，给予每人1万元一次性补助奖励。

4.对引进高层次人才发放最高5000元/月岗位津贴。

5. 对通过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每月给予最高3万元/月生活补贴。

人才奖励

1.对获市级以上人才奖项或重大科技成果奖的，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

2.对成功推荐引进高层次人才或双创团队的用人机构或个人，给予最高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或

按引进人才年薪的10%进行奖励。

3.对获得人才认定的各用人单位，每人最高奖励50万元。



教育优秀人才引进培养政策摘要

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正在全力打造重庆市经济发展领头羊和内陆开放

排头兵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现代都市新区建设。为了给两江新区居民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

源，两江新区已集聚耀中国际学校、重庆第一双语学校、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八中、巴蜀中

学、人民小学等为代表的国际学校和知名重点学校。还有一大批优质学校正在洽谈中。每年

新增学生4000人左右，新建开办学校3—5所。“十三五”期间，将建成投用18所新学校。两

江新区将为引进的优秀教育人才，提供充分展现个人能力和实现教育理想的平台和机会。

卫生优秀人才引进培育政策摘要

一、待遇优厚。为符合优秀卫生人才条件的人员提供丰厚的安家补助费；

二、提供良好的事业发展平台。根据需要，引进人才可直接任命（聘任）相应行政职

务，还提供在同类公立医院中具有吸引力的科研启动经费、配套科研经费、重点学科建设支

持经费、重点实验室建设等经费支持；

三、引才方式灵活。改革编制管理，对难以全职引进的，允许采取任职合作、学术兼

职、退休返聘、客座教授、对口支援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柔性引进，还支持知名专家或团队建

立名医工作室；

四、协调解决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促进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摘要

实施创投资金倍增计划，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天使投资和

创业投资，吸引有产业和技术背景的优秀创业投资管理团队来两江新区设立各类子基金，引

导创投管理基金在两江新区落户。鼓励银行业加强差异化信贷管理，放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不良贷款容忍度。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科技保险等金融创新业务。鼓励

和引导银行机构、小贷公司与创投基金、股权投资机构及保险机构合作，实现投贷保联动，

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区内科技型企业可向与两江新区管委会合作银行、担保公司申请信用

贷、创业贷、助保贷、担保贷等科技金融服务。

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培育政策摘要

两江新区311产业体系引进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支柱产业以及新能源及

智能汽车、电子核心部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等重点企业中，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个人奖励、教育培训和安居保障方面

给予政策支持。



创新创业服务
两江新区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扶持政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

3 号文件等优惠政策。具有重庆市级审批管理权限，实现了“两江事情两江办”。同时，

推动行政审批、大部制等改革，出台了多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措施，着力为企

业提供省时、省力、省心的政务环境，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双创环境。

运营服务与
商务推广

孵化培育与
投融资

人才培养与
人才交流

技术支持与
网络通讯

生活配套与
基础保障

5 大服务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10 亿元  两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7 只  专业化股权投资基金（移动互联网、移动游戏、文化创意、
	 	 科技金融、移动新媒体、德同领航、富坤投资），基金
	 	 规模 17.5 亿元	

220 亿元 两江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4 类            科技金融创新产品（创业贷、信用贷、助保贷和担保贷）

债权融资 + +股权投资 改制上市

两江新区知识产权
法庭

国家知识产权
代办处 专利云知识产权

交易分所
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

两江新区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级知识产权
试点园区

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企业入驻 

 财务管理

 法律事务 

 人力资源

 投融资 

 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 

 管理咨询

 市场拓展

 产业投资

10 项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