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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2021年重庆百强企业
强势增长的动力何在？过
去一年，他们在如何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对此，上游
新闻采访了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几家企业，看看他们是
如何做的。

金科集团：
“四位一体”力推转型升级

在今年的榜单中，金科集团凭借
2238 亿元的营业收入，蝉联重庆企业
100强及服务业企业 100强两大榜单榜
首。

谈及企业的增长动力，金科方面表
示，多元化的产业布局，高质量的发展战
略，为金科的稳健发展提供了充足保障。

金科方面介绍，作为起家于重庆、布
局全国的大型产业集团，金科20余年来
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2020年年底，金
科顺应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四
位一体 生态协同”高质量发展战略，即
精耕地产主业，做强智慧服务，做优科技
产业，做实商旅康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整合产业链生态圈。

在该战略带动下，2020 年，金科销
售金额突破 2200 亿元，创下了从 2017
年至 2020 年年复合增长率超 50%的记
录；销售面积超过 2200 万平方米，位列
行业前十；服务面积超3亿平方米，位列
全国前十。

金科2021半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
6月30日，公司实现营收439.73亿元，同
比增长45.10%；实现净利润48.66亿元，
同比增长 14.26%；销售金额约 1025 亿
元，同比增长 18%；销售面积约 1005 万
㎡，同比增长约17%。

重庆啤酒：
资产重组掀开发展新篇章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啤酒”）在2021重庆企业100强和重庆
制造业100强榜单中，分列第46位和20
位，较2020年分别上升了49位和21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张榜单上，重庆
啤酒也均为食品饮料行业排名第一的企业。

对此，重庆啤酒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相比2020年，重庆啤酒今年的排位上
升迅速，这主要受益于重庆啤酒与嘉士
伯的重大资产重组。

据介绍，2020年底，重庆啤酒完成与
嘉士伯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嘉士伯将
在中国的优质资产注入重庆啤酒，重庆
啤酒也从一家区域型啤酒公司成长为全
国性啤酒企业、中国五大啤酒公司之
一。重庆啤酒的供应链网络扩展到26家
酒厂，核心市场从重庆、四川和湖南等三
省市，扩展到新疆、宁夏、云南、广东和华
东各省，并覆盖全国各地。

完成资产重组后，除了重庆啤酒既有
的重庆和山城品牌以外，乌苏、西夏、大
理、风花雪月、京A等当地强势品牌，和
嘉士伯、乐堡、凯旋1664、格林堡、布鲁克
林、夏日纷等国际高端品牌，都进入了重
庆啤酒的品牌组合。

数据显示，重组后的重庆啤酒实现了
更强劲的业绩表现：2020年，重庆啤酒实
现啤酒销量242.36万千升，与2019年度
（重述后）实现啤酒销量234.62万千升相
比增加了 3.30%；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09.42亿元，与2019年度（重述后）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2.12 亿 元 相 比 增 长 了
7.14%。2021年上半年，重庆啤酒实现啤
酒销量同比增长22.59%；实现营业同比
增长 27.51%；实现营业利润同比（重述
后）增长20.6%；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备考口径下）同比增长37.81%。

美心集团：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见成效

作为新上榜企业，美心在2021重庆
企业 100强中，排在第 90位；在 2021 重
庆制造业企业100强中，排在第37位。

美心集团副总裁陈跃玲告诉记者，
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美心通过加
强产品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积极开拓大客户等举措，美心门销
售业绩逆势增长了 15%。今年上半年，
集团门窗销售收入更是实现了累计
60%的增长。

陈跃玲透露，近年来，美心集团不断
加强产品创新，抗菌门、智能门、防火窗

等一批新产品获得了市场青睐。同时，
美心还与百强地产保持战略合作，以及
参与了多项大工程建设。如在雄安新区
容东片区项目中，美心成为了唯一一家
入户门、室内门及防火门同时中标的门
企，目前在雄安新区已拿下超过15万樘
门的订单。

同时，美心还通过加大智能工厂建
设，引入“互联网+”，自建网上商城等方
式，实现降本增效。

据悉，在智能生产方面，自2012年开
始，美心每年都在持续、有计划地进行改
造，计划是到 2025 年实现“关灯工厂”。
截至目前，公司在智能设备和软件的研
发升级上，已累计投入2.57亿元，自主研
发了6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成为传统制
造业转型智能制造的代表之一。现在公
司智能生产线每 30 秒就会生产出一扇
门，门框生产线每45秒就会产出一樘门
框。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了近2/3，综合
成本下降了30%。

除门业外，美心集团还在文旅地产、
智能家居、汽摩配件、国际商贸、养老等
多个产业领域进行多元探索。例如，继
洋人街后又打造出集吃、喝、玩、购、娱为
一体的重庆网红景点“美心红酒小镇”。

“这些产业也为集团发展增添了动力。”
陈跃玲说。

昨日，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截
至目前，我市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18家，上市企业4家，40余家企
业正在上市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力争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达到200家。

9月 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
的消息振奋了所有的中小企业，也包括
我市计划上市的企业，这是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提供更高效的融资平台，预
期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通过这
一平台发展壮大。

视为中小企业第一梯队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现在备受关注，那么什么
是“专精特新”？为什么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这样重要？

昨日，记者将通过我市专精特新“小巨
人”的评选、研发、支持、发展等各面，探索

“小巨人”企业对一个城市工业的重要性。

创新是专精特新灵魂和关键

“专精特新”一词最早来源于 2011
年，时任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中国
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新闻

发布会上首次提出，意为企业在“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面的
发展成果。

市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处负责人刘群
介绍，“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

“从专精特新特征出发，专精特新的
灵魂和关键是创新。”刘群说，无论是评
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还是
评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对企业的经济
效益、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以及经营
管理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其中专精特
新“小巨人”产品技术上，属于关键领域

“补短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
空白（国际空白）；专业化程度上，主营业
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要达到 70%以上；
创新能力上，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项
或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
作权5项及以上……这些产品或属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
新产品，其评选条件更为严格。

即使这样的严格条件，截至目前，我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3011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659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8家。其中，
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入选数量位列西南

地区省市区第二位。

我市“小巨人”研发占比达6.2%

记者获悉，我市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生
产效益双好，今年1-7月，这些企业的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26.4%，高于全部监测企
业2.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长36.6%，高
于监测企业 3.8 个百分点，利润率为
7.9%，高于监测企业 0.7 个百分点。其
中，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1%，高于
监测企业3.2个百分点。

“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密不
可分。”刘群表示，我国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平均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
在7%左右，平均研发人员占企业全部职
工的比重约为 25%，平均拥有有效专利
约 50 项。我市“小巨人”上市企业有 4
家，计划上市企业40余家，这些企业自建
或联建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100%。

截至9月8日，国家级4762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中，在A股上市的企业共有
307家，在新三板的挂牌企业共 359家，
其中精选层12家、创新层131家、基础层
216家。

这些上市“小巨人”研发占比高，我市
“小巨人”研发占比也不低，来自重庆市
“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服务办公室的数
据，今年上年度，我市118家“小巨人“企
业，平均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6.2%，
平均发明专利6项，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
企业占比 72%，关键领域补短板的企业
占比77.97%。

力争三年“小巨人”达200家

去年底，在“2019央视财经论坛”上，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
长李毅中表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
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
技术基础，是“工业四基”，简称“四基”。

“四基”是工业强国的基础支撑，也是产
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更是支撑工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基石。

刘群介绍，我市属于“工业四基”领域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8 家，占比
91.53%。其中，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领域企业35家，关键基础材料领域企业
24家，先进基础工艺领域企业20家，产
业技术基础领域企业30家，占比分别为
29.66%、20.34%、16.96%、25.42%。同
时，今年，我市将新增200余家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在中央财政将安排100亿元以上的
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我市财政也加大了对小巨人”企业的
支持力度。

记者获悉，去年，市经济信息委给予
16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智能改造、新兴产
业培育、创新研发等方面的奖励，并通过
专精特新信用贷、专精特新企业典型案
例系列宣传、“三服务”及中小企业专家
委员会重点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等活动，
持续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上云和智能化改
造，鼓励企业自建或联建研发中心，加大
研发投入，逐步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研发
收入强度。

市经济信息委强调，力争在今后的
三年时间内，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
到1200家以上。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达到 200家，成为发展新兴产
业的新引擎，引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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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
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对外公开招租，具体信息
如下：渝中区德兴里1号1幢平街第28、29层
房屋（招租面积1178.37㎡），租金价格面议，
租赁期限8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
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
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联系人：秦
老师，电话：67683901. 2021 年 9月 14日

●遗失重庆腾宇巧苑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收
款收据，编号：0003950-0003960 声明作废
●重庆交通大学聂煊城遗失研究生 证 ，
证 号 622190880001, 声 明 作 废
●重庆峯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087030167）遗失,申请作废
●重庆御捷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章，印章编号为 500107000054829，声明作废。

重庆农硕商贸有限公司北碚区第五分公司遗失北碚区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副本，法人李鹏，许可证号500109221241，声明作废。
重庆农硕商贸有限公司北碚区第二分公司遗失北碚区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副本，法人李鹏，许可证号500109220300，声明作废。
重庆农硕商贸有限公司江北区第三十二分公司遗失江北区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正副本，法人李鹏，许可证号500105221095，声明作废。
重庆农硕商贸有限公司江北区第十二分公司遗失江北区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副本，法人李鹏，许可证号500106203261，声明作废。
重庆农硕商贸有限公司江北区第九分公司遗失江北区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副本，法人李鹏，许可证号500106203240，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2021 年 9 月 6 日重庆商报第 3 版刊登的关于车
辆渝 CV9961 拍卖时间由原公告“2021 年 9 月 14
日下午 14:30 时”变更为“202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30 时”。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时间由原
公告“9 月 14 日 14:00 前将拍卖保证金以转账方
式交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变更为“9 月 15 上午
10:00 前将拍卖保证金以转账方式交至拍卖公
司指定账户”，其他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召回公告
各经销商：我公司生产的植物调和油（香油王，280ml/
瓶，生产日期2020年5月29日）、食用植物调和油（友
利来280ml/瓶，生产日期2020年6月5日）、食用植物
调和油（友利来，280ml/瓶，生产日期2020年7月26
日）含有乙基麦芽酚，为不合格产品，现将全部召回。
另，我公司2020年9月30日前生产的其他批次植物
调和油可能也存在问题，现亦全部召回。特此公告
重庆天国食品有限公司 2021 年 9月 14日

●重庆惠能标普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发票代码：
5000194130，发票 1 份,发票号码：1128351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石滩贵仙园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61EWQG9B 声明作废
● 重 庆 闯 荡 网 吧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网 络 文 化 经 营
许可证正副本，网吧编号：500108200340，声明作废。

●经营者刘凤不慎遗失重庆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
年 01 月 0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名称：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500108600090051，现声明作废。

广告

我市专精特新“小巨人”40余家计划上市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谢雨薇

重庆啤酒重庆啤酒 美心集团美心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