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创新 ：
“老树发新枝”激活新动能

2月 19日晚，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了2018年年度报告。

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舍得酒业实现营业
收入 22.12亿元，同比增长 35.02%；净利润 3.72
亿元，同比增长162.4%，是改制前的数十倍。

与此同时，深交所上市公司天齐锂业也发
布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天齐锂业2018年营收
达62.4亿元，同比增长14.16%。

持续增长，发展向好，这不仅充分展现了舍
得酒业和天齐锂业这两家射洪民企“老大哥”在
多变的经济形势下稳健的发展实力，也印证了射
洪县多年来抓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释放的活力。

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魅力绽放的舍得艺术
中心，智能化全自动包装流水线……走进沱牌
舍得生态酿酒园区，园林般的厂区一改往日的

“老态龙钟”，活力新风扑面而来。
沱牌镇舍得酒业，原属国企，是“中国名酒”

企业和川酒“六朵金花”之一。
2016年6月30日，在射洪县委、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四川沱牌舍得集团作为四川酒企“混
改”的第一单，成功改为“混合制”，天洋控股集团
持有70%股份，射洪县政府持有30%股份，成为
国企改革的“四川样本”。从地方国资全资控股到
民企控股，沱牌舍得集团走出的改革路，实际也
是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成功案例之一。

“天洋带给舍得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梦
想、信念和智慧。”舍得酒业常务副总经理张树
平说，舍得酒业“创新·全球化”思维，以品牌、品
质为企业生命线，大力实施“优化生产、颠覆营
销”的战略方针，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如今，舍得
酒业净资产从 16.76亿元增加到 44.61亿元，营
收、利税、职工收入实现三个翻番。

与舍得酒业的故事相似，天齐锂业的“爆发
式”成长也得益于改革创新。

天齐锂业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射洪锂业也
是国企，曾因市场、管理、体制等因素连年亏损。2004
年，射洪县委、县政府成功引进成都天齐锂业入驻射
洪锂业，实现了“国有”到“民营”的成功转型。

随后，公司经天齐锂业掌门人蒋卫平一系
列大刀阔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从而撬动并激活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
很快走出发展困境。2010 年，天齐锂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短短几年，天齐锂业从西南一角的小公司
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锂电新能源核心材料供应
商，国内锂行业中技术领先、综合竞争力最强的
龙头企业，产业横跨亚洲、大洋洲、南美洲。随着
天齐锂业全球范围内产业布局和市场拓展战略
目标的逐步实现，该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锂
业巨头和锂行业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跨国公司，
成为中国最大、全球领先的锂产品供应商。

“未来，我们将坚持聚焦‘夯实上游、做强中
游、渗透下游’战略，积极推进境内外业务协同、
管理资源共享、企业文化共建，让天齐锂业作为
遂宁名片、中国骄傲再次书写创新、绿色传奇！”
面对天齐锂业的光辉未来，公司董事长蒋卫平
信心满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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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近日，《四
川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出台。《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年，全省大
宗货物运输结构明显优化，铁路、水路承担的大
宗货物运输量显著提高，港口铁路集疏运量和
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大幅增长，城市配送进一步
规范升级，运输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与
2017年相比，全省铁路货运量增加482万吨、增
长6.9%。全省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20%，重
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以上。

《实施方案》要求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改进提升运输组织水平，引导大宗货物向铁
路、水路转运，示范引领带动区域运输结构调整
四个方面重点下功夫。

在加快推进综合运输通道建设上，要突出
南向、提升东向、推进西向、拓展北向、强化空
中，着力推动铁路发展畅通道、民用航空强枢
纽、公路网络广覆盖、内河航运扩能力，主动对

接国家“十纵十横”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整体
提升与周边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快构建以

“四向八廊五枢纽”为主骨架的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2020 年前建成投运成都至贵阳、成都
至自贡铁路机场段、成都至兰州铁路成都至川
主寺段等3条铁路。

在加快主要港口、大型企业、园区铁路专用
线建设上，要支持成都、广安、眉山、广元、绵阳、
南充、雅安等地大宗货物企业、园区铁路专用线
建设。到2020年，全省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
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
专用线接入比例达到80%。

在加快推进水运基础网络建设上，要推动
高等级航道加速成网，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
宜宾至重庆段险滩整治，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四
川段航运通行能力。到 2020年，全省 IV级以上
航道总里程突破1600公里，集装箱吞吐能力突
破300万标箱。

同时，《实施方案》还提出要推进货运车辆结构
升级，大力推进货运车辆标准化。到2020年，城市建
成区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中，新能源车辆
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车辆的比例超过
50%。要深入推进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到2020年，
重点培育5—10家创新能力强、运营管理规范、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高的无车承运人品牌企业。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要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落实财政支持政策、强化落实用地支持政策、
强化落实行业稳定发展政策、强化动态监测和督
导考评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中提出，交通运输
厅、省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完
善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运
输结构调整中的重大问题。还要建立全省货物运
输“公转铁、公转水”运行动态、多式联运发展状
态、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信息运行监测机制，建
立全省运输结构调整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按要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

四川发布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以上

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大会在成都隆重召开。作为射洪民营经济领
头羊的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全省优秀民营企业光荣称号。

被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对于天齐锂业而
言，绝非偶然。这既是对像天齐锂业这样的众多
成长型民营企业艰苦奋斗、敢为人先，锲而不舍
追求卓越精神的褒奖，更是对民营企业在改革
开放40年伟大变革中对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
贡献的充分肯定。以天齐锂业为代表的射洪民
营企业，撑起了射洪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河山，
成为助推射洪“工业强县”的新引擎。

“就射洪而言，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
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技
术创新成果、9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射洪县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8 年，
射洪县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237.80亿元，同比
增长9.1%。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为61.1%，
拉动GDP增长5.5个百分点。射洪县民营经济
总量、增速在遂宁全市五个区县中均排第1位。

从水泥预制、成衣加工、小五金制造等，到
如今形成了以“3+3”产业为主导，轻重兼备、门
类齐全的现代产业体系，改革开放40年间，射
洪民营经济实现了从粗放型传统产业向高精尖
现代产业的华丽转身与历史蝶变，成功跻身全
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走出了一条具有射洪特
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射洪已拥
有 114 家规上工业企业以及沱牌、天齐、西合
园、锂电产业园等知名企业和平台，现代农业园
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初具规模。

亮眼数据折射射洪加快发展辉煌轨迹，更
昭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向“全省工业强县和县
域经济排头兵”强势迈进的雄心。

“老企业改革激发新活力，新企业高端突破
创新发展，政府机关厚植营商沃土增强向心
力。”射洪县委书记蒋喻新表示，射洪民营经济
发展，牢牢把握“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工业强县主
力军”的目标定位，提出依托现有工业基础优
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锂电新能源新
材料、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高端突破、优势凸
显并具有射洪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政企共创，活力迸发，
射洪民营经济发展画出了一条靓丽的上升曲
线，助力射洪“工业强县”转换新动能，跑出“加
速度”。

花香伴春耕

3月16日，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农民
在盛开的菜花田间种植海椒。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内江市东兴区农民抢抓
晴好天气积极进行春耕春种，构成一幅幅美丽的
春耕图。

兰自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燕 摄影报道

四川银行业“大走访”
为近千户企业解困
全省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增14.74%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15日，记
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四川银行业在全省21
个市州开展了“大走访”活动和多层次、多
形式的“政银企担”协同专项融资对接活
动，共走访民营和小微企业近2000户，为近
千户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走访企业新增银
行授信 278.47亿元，贷款 150.76亿元；通过
融资对接活动，金融机构共为 5770户民营
和小微企业授信 421.95 亿元，发放贷款
191.09亿元。

在“大走访”和融资对接活动推动以及
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下，四川省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较快增长，融资成本稳步下降。
截至 2019 年 2 月末，全省普惠口径小微贷
款（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
和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余
额 3727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14.74%，高于
各项贷款平均增速0.65个百分点。2019年2
月，四川省单户授信 1000 万元和 500 万元
以下小微贷款（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主经营性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6.85%
和 6.91%，较 2018年三季度下降 33个和 36
个BP。

值得一提的是，各市州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也根据地方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
方案，创新活动形式。同时创新抵质押方
式，拓宽企业可用抵押品范围。譬如南充中
支推动西充农商行以设备抵押方式，为四
川立民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200万
元，解决了企业传统抵押物缺乏问题。

除此之外，在创新产品和服务方面，
我省金融机构也在积极行动。例如工商银
行凉山分行为凉山三友食品有限公司提
供授信额度 500 万-1000 万元、年化利率
不高于 5%的“网贷通”特色产品，绵阳市平
武农商行向平武县农家乐经营者林容积
极宣传“精品民宿贷”，并为其办理贷款
120 万元，促进该农家乐与当地 18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建立了产品购销、劳动用工利
益联结。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珊 鲍安华）3月15
日，在新津四川发展新筑股份轨道交通装备生
产制造基地，中低速磁浮模拟运营线工程正在
如火如荼地施工，力争8月份完成模拟商业运营
示范线工程建设，开始试运营；在中车成都车间，
两辆10号线地铁车组、一辆6号线地铁车组已经
组装完毕，正在进行静态调试。当天，四川省政府
副省长杨洪波，省政府副秘书长代永波，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刘少敏及成都
市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等相关负责人一行前往新筑股份、中
车成都等地调研轨道交通产业，并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省领导联系指导轨道交通产业专题
会。

记者从专题会上获悉，2018年我省全年轨

道交通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不含物流运输业）达
到 1690 亿元、增长 16%，其中勘察设计 120 亿
元、增长 20%，工程建设 960亿元、增长 20%，制
造及维护保养 610 亿元、增长 9%，轨道交通产
业综合实力迈入全国第一阵营。争取2019年全
省轨道交通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不含物流运输
业）达到 2000 亿元、增长 18%。其中勘察设计
140 亿元、增长 17%，工程建设 1210 亿元、增长
26%，制造及维护保养 650亿元、增长 7%。投资
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 21 个，涉及项目总投资
4348亿元，力争2019年完成投资900亿元、增长
13%。年内新开通客运高铁、地铁、客运、智轨线
路6条，新增里程385公里。

杨洪波在会上表示，要本着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高效能，通过规划引领，把轨道交通产业

规模做大做强，提高四川轨道交通的核心竞争
力，实现四川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

杨洪波还强调，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改委
要发挥好综合协调作用，统筹各方资源，合理规划
产业和路网布局，督促成员单位抓好《轨道交通产
业培育方案》落实；西南交大、中铁二院、中铁科研
院、中车在川企业、成都轨道集团、新筑股份、中唐
空铁等企事业单位要凝聚发展能力，共同做好标
准的制定和前沿科技创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化、
运营维护能力提升、新制式应用推广等重要工作；
中铁二院、西南交大、中铁科研院等单位，要充分发
挥科研基础优势，精准编制相关铁路发展研究报
告和勘察设计；四川铁投、四川交投、四川发展等投
资平台要加大投融资力度，帮助省内轨道交通单
位抱团发展，联合开拓省外市场。

2019年第一次省领导联系指导轨道交通产业专题会召开

力争今年全省轨道交通产业主营收入达2000亿

射洪民营经济:锻造工业强县“新引擎”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张小星黄晓庆张琳琪 文/图

沱牌舍得生态酿酒园区

36家龙头茶企共用“天府龙芽”地标
抱团推动川茶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邓烨 陈忆 记者 杨
波）3月 16 日，四川省川茶品牌促进会 2019 年会
暨“天府龙芽”地标推广启动会在宜宾举行。四川
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花秋茶业有限
公司等全省36个龙头企业成为首批使用“天府龙
芽”地理标志的企业。

去年7月3日，川茶大区域品牌“天府龙芽”成
功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号
AGI02426）”殊荣。为规范使用“天府龙芽”地理标
志（简称“地标”），今年1月，四川省川茶品牌促进
会邀请了省内相关专家对申报的45家企业进行了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省花秋茶业有限公司等36家企业符合地
标推广的要求，同意使用“天府龙芽”地理标志。

四川省川茶品牌促进会执行会长颜泽文表
示，“天府龙芽”开启了创新打造中国茶行业第一
个省级大区域品牌、创新打造中国茶行业第一个

“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双品牌模式。全省 36家龙
头企业共同制定“天府龙芽”品牌标志的使用办
法、质量控制规范标准，将在一个标准下共同打造
品质川茶。同时，这 36家龙头企业均在四川茶叶
主产区，也即“三山一早”的核心产区，将优先实现
抱团发展，计划三年内逐步增加到 50家左右，共
同提升川茶的品牌市场占有率。

塑造城市“国际范”
成都大力培育“首店经济”

四川经济日报讯 3月15日，成都市商务局公
布“首店经济”相关目标计划：从 2019年起，每年
争取新落户国际首店及世界品牌 100个以上，将
成都打造为重要的国内外新品首发地、高端品牌
首选地、原创品牌集聚地。

“首店不仅是指代表性品牌或新品牌在某一
区域开的首家实体门店，也包括传统老店通过创
新经营业态和模式形成的新店。首店体现着一个
城市的创新力与生命力。”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成都将“首店经济”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招引、发展行业内具有代
表性品牌的首家实体门店，塑造城市“国际范”，也
将助推品牌老店创新经营业态和模式形成新店，
传承培育天府文化特色，彰显“成都味”。

成都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成都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801.8 亿元，同比增长
10.0%，跻身全国前五位。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关
注成都，把西南首店、全国首店、全球旗舰店落户
成都。去年，成都新增 200家首店，包括 13家全国
首店、75家西南首店、110家成都首店，以及2家全
球旗舰店。成都各大商圈、商厦正积极重塑商业地
标形象，争做时尚潮流的策源地。其中春熙商圈与
金融城商圈魅力凸显，首店数量分别占比 19.5%
及43.5%。

发展“首店经济”，成都将细化目标，从国际首
店、特色小店两手布局：从今年起，将争取每年新
落户国际首店及世界品牌 100个以上；提升改造
特色小店 100 个；评选成都市示范特色小店 100
个；新建文化主题小店、特色小店、体验小店 300
个。3年内，全市高端商业综合体达到 65家，高品
位商业步行街8条。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具体抓手
来看，成都将大力发展总部型首店，建设首店经济
促进平台；招引知名企业首店、各类品牌首店、老
字号品牌首店等，打造西部新品首发地；支持有国
际影响力的一线品牌、新品来蓉首发，配套相关政
策给予支持和奖励；组织企业到境外举办首店和
国际品牌招引活动，推进首店落地等。

此外，成都今年将以“新消费 in 成都”为主
题，围绕过节耍成都、成都首店经济交流会等五大
品牌活动，时尚消费、夜间消费等六大主题板块举
办一系列高品质品牌活动。 （吴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