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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两江管办发﹝2022﹞93 号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两江新区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建圈强链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

各国有企业，各街道办事处，委机关各部门，各驻区机构，各直

属事业单位：

经管委会同意，现将《重庆两江新区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建圈强链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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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建圈强链
行动计划（2022—2025年）

为深入贯彻国家软件发展战略，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加快落实《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

—2025年）》（渝府办〔2022〕21号）和《重庆市软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渝经信软件〔2021〕12号），有

效盘活存量楼宇，增强创新创业活力，加速实现“人气聚起来、

楼宇用起来、产业兴起来”，助力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下

简称软信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两江新区实际，制定本行动计

划。

一、发展目标

到 2025年，推动使用一批存量楼宇，软信产业新增载体 110

万平方米，新增企业 4000家以上，新增从业人员 11万人，力争

新增软信业务收入超 500亿元。软信产业总规模力争突破 2000

亿元、实现翻番，全力创建“中国软件名园”，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软信产业创新发展集聚区。

二、产业布局

（一）聚焦重点区域

结合两江新区产业发展优势，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

投入，构建“三核驱动、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核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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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以照母山片区的两江软件园为核心，发挥数字经济产业优

势，引龙头延链条，争创“中国软件名园”；以礼悦片区的礼嘉

悦来智慧园为核心，发挥智慧场景应用和创意设计优势，打造重

庆“智慧名城”和“设计之都”核心承载地；以龙盛片区的重庆

汽车软件园为核心，发挥汽车产业优势，打造基于场景细分领域

的汽车软件产业集群。“多点支撑”，即重点在两江新区直管区，

高标准打造一批重点特色软信产业园和软信人才社区，助推两江

新区软信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瞄准发展方向

1.做大做强工业软件。聚焦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化设计、运

营管理、嵌入式等方向，补强汽车电子芯片、功率半导体等集成

电路设计软件，发展面向汽车智造、电子制造、航空航天、智能

机器人等数字化设计类软件，拓展需求管理、决策支持、供应链

优化等运营管理类软件，提升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应用软件等

嵌入式软件。到 2025年，工业软件规模力争突破 400亿元。

2.前瞻布局汽车软件。瞄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软件方向，重点突破互联软件、高精地图、车载计算

平台等细分领域，着力推动无人驾驶、车联网等软件应用落地，

大力支持汽车设计软件及汽车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发展。到 2025

年，汽车软件规模力争突破 400亿元。

3.巩固壮大新兴平台软件。围绕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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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工智能、信息服务等领域，加快推动网络、标识解析、安

全等工业互联网关键领域产业化，持续提升大数据分析挖掘、数

据采集清洗等区块链和大数据软件开发能力，着力推动人机交

互、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软件技术突破，提高信息技术、业务流

程、知识流程服务外包等信息服务能力。到 2025年，新兴平台

软件规模力争突破 900亿元。

4.持续提升行业应用软件。重点开发为金融科技、城市管理、

医疗信息等各领域信息化提供服务的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解决

方案。推进自主工业 APP发展，培育龙头企业，提高两江新区

工业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配套率。提升节能环保、数

控装备、仪器仪表、智慧生活、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开发

应用水平。到 2025年，行业应用软件规模力争突破 100亿元。

5.加快发展数字内容。围绕数字动漫、数字视听、知识服务

等方面，大力扶持数字娱乐产品开发上市，提供高质量多数量的

本土原创动漫产品，重点扶持一批数字视听平台、原创文学网站、

复合传媒企业，整合新闻出版、科技期刊、学术专著等全方位知

识服务资源。到 2025年，数字内容规模力争突破 200亿元。

三、重点任务

（一）载体优化专项行动

1.优化存量载体供给能力。吸引龙头企业聚集发展，开展中

小微企业载体优化试点，加快实施收储改造，提高楼宇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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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为龙头企业量体打造楼

宇载体，吸引上下游软信企业入驻集聚发展。围绕海王星数字文

创园、龙兴智能汽车软件产业园等园区开展试点，为中小微软信

企业打造“拎包入住”环境。建立存量楼宇台账，通过盘活闲置

楼宇、改造提升存量楼宇、鼓励国有和社会楼宇发展软信产业，

简化入驻流程，吸引企业入驻发展。（责任单位：保税港区集团、

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悦来投资集团；配合单位：鱼复

公司、龙兴公司、水土公司、协同创新区公司）

2.打造重点特色软信园区。聚焦工业软件、汽车软件、新兴

平台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和数字内容五大方向，到 2025年，打

造工业软件产业园、水土半导体产业园、悦来数字化设计软件园、

金泰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龙盛汽车软件产业园、龙兴智能汽车

软件产业园、两江智能软件产业园、工业互联网软件园、两江水

土国际数据港、海王星数字文创园等区级重点特色软信产业园不

少于 15个，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责任单位：保税港区集团、

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悦来投资集团；配合单位：鱼复

公司、龙兴公司、水土公司、协同创新区公司）

3.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功能。深化特色园区非公党建工作，强

化党建引领，提升园区运营能力，为园区进驻软信企业及人才提

供“一站式”就近服务，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环境。建好用好特色

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智慧党建、两江新区英才服务港等平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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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中心开设办事窗口、配置自助机、培训引导帮办人员，

设置打造嵌入式政务服务站点，强化园区、企业、人才服务。鼓

励特色园区引进或成立专业化、职业化运营管理团队，提升楼宇

招商引资、运营管理、后勤保障等能力。高标准打造照母山、三

大新城、礼悦片区软信人才社区，到 2025年，新建人才公寓不

少于 1万套，持续完善园区酒店、停车场、公共会议室、餐饮、

咖啡厅、便利店等便捷社区空间和配套设施。（责任单位：保税

港区集团、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悦来投资集团、建设

局、政务中心；配合单位：组织人事部、鱼复公司、龙兴公司、

水土公司、协同创新区公司）

（二）主体培育专项行动

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建立细分领域招商图谱和招商项

目库，优化软信产业链体系建设，到 2025年，力争引进不少于

30家软信领军企业、知名企业、上市企业来两江新区设立区域

总部、研发型总部、子公司，落地不少于 150家产业生态伙伴，

形成具有核心技术突破的产业生态集群。（责任单位：两江招商

集团；配合单位：保税港区集团、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

悦来投资集团、经济运行局、产业促进局、现代服务业局、科技

创新局）

5.建立梯度培养机制。建立软信企业梯度培育库，加强双创

平台建设，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引导各行业大中型企业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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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软信相关业务，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信企业。加强国家

重点软信企业、市级重点软信企业培育，到 2025年，力争培育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软信企业不少于 5家、市级“专精特新”

软信企业不少于 100家。对“准规上”企业进行精准帮扶，推进

小微型软信企业“升规入统”，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加快双创平

台建设，围绕软信初创型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加快建设品牌化、

特色化、开放型孵化载体，坚持市场导向，突出精准扶持，完善

配套服务，到 2025年，力争培育高新技术软信企业不少于 100

家。（责任单位：产业促进局、科技创新局；配合单位：经济运

行局）

（三）创新引领专项行动

6.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加快实现融合发展、创新应用。发挥国家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重庆）、

星火•链网超级节点、F根镜像节点、中新专用数据通道、两江

新区云计算数据中心等资源优势，到 2025年，建设星火•链网骨

干节点 3个、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 50个，开发企业厂区互联、

多云互联、产业链上下游互联等多行业应用场景，打造泛在融合、

集成互联、智能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责任单位：经济运行局、

产业促进局；配合单位：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

7.支持关键软信产品研发。围绕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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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推动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软件技术创新研发和深层应

用。用好两江协同创新区科研资源，鼓励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软

件开发团队。支持企业开展软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竞得

“揭榜挂帅”项目的联合体给予配套资金支持。支持行业关键领

域“补短板”、填补国内（国际）空白、国内（国际）首创的软

信产品实现首次应用；对入选国家或市级各类软信产品目录的企

业，择优给予奖补支持；择优支持开源软件产品纳入应用场景清

单企业推荐目录。（责任单位：产业促进局；配合单位：科技创

新局）

（四）应用牵引专项行动

8.推动应用场景落地。充分利用两江新区丰富的智慧应用场

景优势，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建设，强化应用场景逐步

开放，鼓励软信企业广泛参与，推动融合应用类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

进中心，培育一批国家级、市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一批工业

互联网典型应用案例。加快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大力培育

自动驾驶算法、感知系统等智能网联汽车应用软件。聚焦“两江

城市大脑”，以全域一体化智慧应用示范为目标，加快数字技术

向疫情防控、经济运行、建设管理、交通运行等领域纵深推进。

围绕两江协同创新区、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礼嘉悦来智慧园三

大创新平台，发展智慧会展、智慧社区、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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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等智慧生活软件应用场景。按照“征集一批、开发一批、

拓展一批”原则，每年发布软信产业应用场景项目不少于 15个。

（责任单位：经济运行局；配合单位：保税港区集团、两江投资

集团、两江产业集团、悦来投资集团、宣传部、产业促进局、现

代服务业局、科技创新局）

（五）人才引育专项行动

9.大力引进软信人才。充分发挥“重庆英才计划”“鸿雁计

划”“两江人才”十条和《重庆两江新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等人才项目及政策的作用，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投身两江新区软信产业发展，持续营造“近悦远来”人才生态。

（责任单位：组织人事部；配合单位：两江招商集团、产业促进

局、社会保障局、两江人力资源公司）

10.加快人才培育力度。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

才链“四链”融合，探索具有重庆及两江新区特色的软信人才产

教融合培养路径，支持重庆互联网学院、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

师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国际设计学院、明月湖智能产业国际科创

基地等特色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推动各学院与区内企业共建定

向培养班、共设课程，邀请企业专家进院实践教学，重点培养复

合型、实用型软信人才，年培训人数不少于 2万人。（责任单位：

保税港区集团、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悦来投资集团；

配合单位：产业促进局、科技创新局、社会保障局、协同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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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两江人力资源公司）

11.提升用人保障能力。与市内外高校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以校企双方需求为导向，持续推动深度合作，

通过两江名企校园行、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开展软信企业

专场招聘，有针对性、精准化地做好用人招聘服务。鼓励软信企

业备案就业见习基地，到 2025年，新增就业见习基地不少于 10

个，吸引市内外高校应届毕业生来新区就业创业。（责任单位：

社会保障局；配合单位：产业促进局、两江人力资源公司）

（六）生态完善专项行动

12.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利用政府投资平台推动产融合

作，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为处于种子期、初

创期、成长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鼓励符

合条件的软信企业申请科技成长贷、科技担保贷、科技跨境贷等

产品，通过风险分担和贷款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实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到 2025年，力争覆盖软信企业不少

于 50家，累计支持金额不少于 3亿元。加强软信企业上市储备

和培育，为有上市意向的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到 2025年，

力争不少于 6家软信企业上市过会。（责任单位：现代服务业局；

配合单位：两江投资集团、两江产业集团、科技创新局）

13.持续深化成渝协作。重点深化两江软件园与天府软件园

战略合作，共建软信产业联盟，设立“飞地”软信产业园，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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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软件园挂牌“天府软件园（重庆园区）”，加强双方互动交流

和活动开展。（责任单位：两江产业集团；配合单位：产业促进

局、经济运行局）

14.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智能终端软件协同攻关和

体验推广中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聚焦工业软件、汽车软件、

新兴平台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和数字内容等领域，推动两江协同

创新区大院大所围绕软信产业联动发展，统筹建设一批公共技术

平台、公共检测服务平台、适配测评平台、开发服务平台、成果

转化平台等配套服务平台。（责任单位：产业促进局；配合单位：

协同创新区公司、科技创新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以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任组长、

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

行业协会等建立专家库，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产业促进局，负责统筹协调日常工作，每季

度向党工委管委会汇报工作情况。相关国有企业、部门单位按照

责任分工抓好落实，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大政策扶持。积极推动落实“1+N”产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体系，出台两江新区促进软信产业发展专项政策，聚焦载

体支持、主体壮大、产业创新、人才培育、金融支持等方面，配

套软信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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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氛围营造。多形式开展政策解读、政策辅导以及

典型企业、优秀企业家宣传等活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与发展

软信产业的热情，打造“名园、名企、名品、名人”。加强舆论

引导，与国家级、市级媒体形成联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软

信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