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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信运行〔2021〕13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公布 2021年 100户重点工业企业和

100户成长型工业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经信部门，有关企业：

重点工业企业是稳增长、创效益、保就业的“主战场”，是引

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主

支撑”。为支持和促进一批优势骨干企业发展，在综合考虑企业

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税收贡献等情况基础上，按照

“发展前景好、增速快、后劲足”的原则，确定了 2021 年 100 户

重点工业企业和 100户成长型工业企业名单（简称“双百企业”），

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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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布的“双百企业”，2020 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亿元的有

28 户，涵盖汽摩、电子、装备、消费品、材料等支柱产业。这

批企业 2020 年合计营业收入 11658.5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的

51.8%；资产总计 10214.9 亿元，利润总额 606.3 亿元，应缴税金

384.9 亿元。其中，100 户重点工业企业 2020 年合计营业收入

10424.5 亿元，增长 17%，占全市规模工业的 46.3%；资产合计

9348 亿元，利润总额 537.3 亿元，应缴税金 358.4 亿元。100 户

成长型工业企业 2020 年合计营业收入 1234 亿元，增长 32.2%，

占全市规模工业的 5.5%，增速高于全市平均 25.6 个百分点，增

长贡献率 21.6%；资产总计 866.9 亿元，利润总额 69亿元，应缴

税金 26.5 亿元。

下一步，全市经信系统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贯

彻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聚焦“双百企业”生产经营、产能

释放、要素保障等重点指标运行状况，切实做好情况收集、形势

研判、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工作，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做优高质量

发展。“双百企业”将实行年度动态滚动调整，希望本次公布企业

按照年度发展目标，加强市场开拓，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高质

量和效益，为助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做出贡献。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 4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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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市 100户重点工业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1 长安汽车 汽车 江北区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江北区

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巴南区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汽车 万州区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2 重庆广达 电子 重庆高新区

达丰（重庆）电脑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达功（重庆）电脑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3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装备 两江新区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上汽依维柯红岩车桥有限公司 汽车 大足区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装备 沙坪坝区

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 装备 九龙坡区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大足区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江津区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装备 沙坪坝区

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 南岸区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装备 两江新区

4 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5 京东方 电子 两江新区

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重庆京东方显示照明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重庆京东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6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消费品 南岸区

7 中石化页岩气公司 能源 涪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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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能源 涪陵区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 涪陵区

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 能源 南川区

8 西南铝 材料 九龙坡区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9 重庆惠科 电子 巴南区

重庆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巴南区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巴南区

重庆渝惠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巴南区

10 重庆华峰 化工 涪陵区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消费品 涪陵区

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11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长寿区

12 OPPO（重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13 维沃移动通信（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南岸区

14 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15 重庆海尔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制冷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重庆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电子 江北区

16 重庆美的 电子 南岸区

重庆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 南岸区

重庆美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装备 南岸区

17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18 东方鑫源控股有限公司 汽车 重庆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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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涪陵区

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摩托车 重庆高新区

重庆鑫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涪陵区

19 旭硕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2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汽车 永川区

21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摩托车 巴南区

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巴南区

重庆宗申汽车进气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巴南区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巴南区

重庆宗申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装备 巴南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摩托车 巴南区

22 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23 巴斯夫聚氨酯（重庆）有限公司 化工 长寿区

24 隆鑫工业集团 摩托车 九龙坡区

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 摩托车 南岸区

重庆隆鑫发动机有限公司 摩托车 重庆高新区

重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 九龙坡区

25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丰都县

26 爱思开海力士半导体（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2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 两江新区

28 太极集团（重庆部分） 医药 涪陵区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医药 涪陵区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沙坪坝区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医药 南岸区

29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化工 两江新区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长寿区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 两江新区

重庆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长寿区

重庆和友碱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九龙坡区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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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潼南区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 南岸区

30 重庆理文 消费品 永川区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消费品 永川区

重庆理文卫生用纸制造有限公司 消费品 永川区

重庆理文制浆有限公司 消费品 永川区

31 海螺水泥 材料 忠县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忠县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梁平区

32 庆铃汽车 汽车 九龙坡区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33 纬创资通（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34 仁宝电脑（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35 重庆永航 材料 长寿区

重庆永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长寿区

重庆足航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 大足区

重庆壬顺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材料 大足区

重庆柳鑫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 长寿区

36 金龙集团 材料 万州区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万州区

重庆龙煜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材料 江津区

37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 北碚区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北碚区

重庆海德世拉索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电子 北碚区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电子 北碚区

38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津区

39 鸿富锦精密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40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41 重庆潍柴 汽车 江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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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 装备 江津区

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江津区

42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大渡口区

43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 材料 南川区

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氧化铝有限公司 材料 南川区

重庆市赛特刚玉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44 新普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45 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 大渡口区

46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 忠县

47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48 平伟集团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梁平区

重庆平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梁平区

重庆平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 江北区

联伟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49 康宁显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50 富皇建材 材料 北碚区

重庆富皇建材有限公司 材料 北碚区

重庆富普新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 北碚区

51 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电子 万盛经开区

52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两江新区

53 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 医药 涪陵区

54 重庆市中欣维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潼南区

55 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大渡口区

56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九龙坡区

57 华通电脑（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涪陵区

58 小康集团 汽车 沙坪坝区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汽车 长寿区

重庆渝安淮海动力有限公司 汽车 沙坪坝区

重庆东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江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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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重庆小康汽车部品有限公司 汽车 江津区

59 重庆润通 摩托车 江津区

重庆润通科技有限公司 摩托车 江津区

重庆润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摩托车 江津区

60 重庆汇达柠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消费品 潼南区

61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长寿区

62 重庆庆兰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 铜梁区

63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含扬子乙酰） 化工 长寿区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长寿区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长寿区

64 重庆湘渝盐化 消费品 万州区

重庆湘渝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万州区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万州区

65 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津区

66 重庆指南针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 巴南区

67 重庆恒安心相印纸制品有限公司 消费品 巴南区

68 冀东水泥 材料 璧山区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璧山区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合川区

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江津区

69 仁安控股 摩托车 九龙坡区

重庆志成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重庆戴卡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垫江县

70 福耀玻璃 材料 万盛经开区

福耀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材料 两江新区

重庆万盛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材料 万盛经开区

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材料 万盛经开区

71 华新水泥 材料 涪陵区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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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永川区

72 重庆银翔实业集团 汽车 渝北区

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合川区

重庆银翔摩托车(集团)有限公司 摩托车 渝北区

重庆银翔晓星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 渝北区

73 重庆群光电子 电子 江津区

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江津区

群光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江津区

74 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装备 大渡口区

74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材料 綦江区

75 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 消费品 涪陵区

76 台泥（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合川区

78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涪陵区

79 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 消费品 大渡口区

80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重庆分公司 化工 大渡口区

81 重庆三爱海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涪陵区

82 康师傅（重庆）方便食品有限公司 消费品 两江新区

83 奥特斯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84 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津区

85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合川区

86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巴南区

87 重庆利爵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大足区

88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重庆高新区

89 重庆建设 汽车 巴南区

重庆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 摩托车 九龙坡区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巴南区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巴南区

90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巴南区

91 重庆昌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 荣昌区

92 重庆新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装备 永川区

93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两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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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94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95 重庆宏立至信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96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97 重庆盛泰光电有限公司 电子 大足区

98 重庆剑涛铝业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99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消费品 两江新区

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 化工 大足区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北区

100 重庆市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备注：

1.根据企业 2020年末资产总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应缴税金等经营数据，经无量纲化

处理后计算得到企业分数，按照企业分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选取。集团分数为其下属企业分

数的合计数。

2.集团下属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需在 5亿元以上才可列入。

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不列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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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市 100户成长型工业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1 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2 重庆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汽车 璧山区

3 重庆金康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汽车 重庆高新区

4 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5 三一重机（重庆）有限公司 装备 两江新区

6 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涪陵区

7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8 诚瑞光学（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9 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子 璧山区

10 重庆市鹿享家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铜梁区

11 重庆富鸿祥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潼南区

12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璧山区

13 重庆市锋盈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汽车 永川区

14 重庆渝久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装备 永川区

15 重庆富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永川区

16 重庆世纪精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装备 九龙坡区

重庆世纪精信实业有限公司 装备 九龙坡区

重庆世纪精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装备 九龙坡区

17 天泰铝业 材料 九龙坡区

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重庆天泰精炼金属铸造有限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18 重庆广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装备 永川区

19 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江津区

20 重庆市涪陵区大业建材有限公司 材料 涪陵区

21 本田动力（中国）有限公司 装备 渝北区

22 重庆双专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大足区

23 重庆灵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 荣昌区

24 南方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25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 长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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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26 重庆市欧华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开州区

27 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消费品 丰都县

28 重庆新民康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 铜梁区

29 蓝月亮（重庆）有限公司 消费品 巴南区

30 重庆伟柯斯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 涪陵区

31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永川区

32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装备 璧山区

33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渝北区

34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九龙坡区

35 致伸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永川区

36 重庆正源国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装备 江津区

37 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 装备 南岸区

38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涪陵区

39 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渝北区

40 重庆富桂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41 重庆展亮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 綦江区

42 云阳金田塑业有限公司 消费品 云阳县

43 重庆美利信科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 巴南区

44 重庆哈韦斯特铝业有限公司 材料 江津区

45 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大足区

46 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 装备 南川区

47 重庆力华自动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摩托车 沙坪坝区

48 纬腾（重庆）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49 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 消费品 渝北区

50 克诺尔商用车系统（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51 红蜻蜓（重庆）植物油脂有限公司 消费品 九龙坡区

52 诺博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永川区

53 重庆市大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54 重庆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消费品 巴南区

55 重庆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摩托车 长寿区

56 重庆群祥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57 天海雪城汽车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渝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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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58 峻凌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59 徐工重庆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装备 重庆高新区

60 重庆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材料 永川区

61 重庆至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62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津区

63 精元(重庆)电脑有限公司 电子 璧山区

64 重庆哈斯特铝板带有限公司 材料 綦江区

65 重庆达方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合川区

66 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消费品 合川区

67 美达电器（重庆）有限公司 电子 璧山区

68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云阳县

69 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 材料 两江新区

70 重庆旺峰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品 渝北区

71 马钢（重庆）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72 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 材料 江津区

73 道道全重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消费品 涪陵区

74 重庆市潼南区彤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装备 潼南区

75 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渝北区

76 重庆安钺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永川区

77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开州区

78 重庆东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 秀山县

79 重庆金茂联合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九龙坡区

80 重庆珈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永川区

81 重庆卓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82 重庆市渝琥玻璃有限公司 材料 永川区

83 重庆维冠混凝土有限公司 材料 九龙坡区

84 重庆市宇邦线缆有限公司 电子 两江新区

85 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江津区

86 重庆海特汽车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 渝北区

87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江北区

88 重庆华歌生物 化工 万州区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化工 万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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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区县

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万州区

89 延锋伟世通（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汽车 江北区

90 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长寿区

91 重庆敏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消费品 江津区

92 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93 重庆力帆 摩托车 北碚区

重庆力帆速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北碚区

重庆力帆瑞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摩托车 北碚区

94 中交世通（重庆）重工有限公司 装备 永川区

95 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 装备 江津区

96 重庆禾裕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重庆高新区

97 曼德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永川区

98 重庆安来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装备 北碚区

99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汽车 大足区

100 华域大陆汽车制动系统（重庆）有限公司 汽车 两江新区

备注：

1.根据企业 2020年末资产总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应缴税金等经营数据，经无量纲化

处理后计算得到企业分数，按照企业分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选取。集团分数为其下属企业分

数的合计数。

2. 剔除纳入 100户重点的企业后，筛选 89户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 20亿

元以上企业保留在成长型企业中，18-20亿元企业收入同比需正增长，15-18亿元企业需增速

超过 5%，12-15亿元企业需增速超过 10%，10-12亿元企业需增速超过 15%，8-10亿元企业

需增速超过 20%，5-8亿元企业需增速超过 25%。

3.选取 11家预计 2021年产值超过 10亿元的新建企业纳入成长型企业。

4.集团下属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需在 5亿元以上才可列入。

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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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委机关财务审计处，各行业处室。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4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