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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水利系统合力
打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赵清 记者
刘蓉）4月 9日，德阳市水利局召集市级
相关部门在德阳分会场参加省贫困地区
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推进视频会。

会议要求各地市（州）对待此项工作
必须增强攻坚战的责任感、紧迫感。同时
加快补齐重点区域贫困人口饮水短板，
形成历史性、跨越性变化。盯住重点区域
聚焦连片贫困饮水区，彻底解决饮水难
题。

会议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加强沟
通，优化各项审批环节，加强施工进度，
全速推进，力争9月底完成全部任务。加
强帮扶人员的管理，完善相关制度。把控
水质，完成制水、管水、供水流程，细化饮
水安全预案。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道
路上，无论多大的硬骨头，都要把它啃下
来，要让脱贫之水、幸福之水、小康之水
流到千家万户。

视频会后，德阳市副市长杨震表示，
要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从抓精准核查、
精准施策、资金保障、责任落实、机制建
立、规划实施、整改落实、宣传报道入手，
抓紧抓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这个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脱贫攻坚要
紧事。目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
的关键时期，形势逼人、任务逼人、责任
逼人，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形成攻坚合力，
在政府统筹下圆满完成攻坚任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4
月 12 日，记者获悉，2019 中国资本年
会近期在浙江湖州召开。会上发布了

“2019 中国城市资本竞争力及区县上
市竞争力排行榜”，成都上榜全国最受
资本关注十大城市，成都高新区因在
企业上市培育方面表现突出，获“中国
资本竞争力最佳区县”奖，并作为获奖
代表进行发言。

此次峰会由国内权威财经媒体中
国经济网、第一财经等媒体主办，得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浙江省金融办、湖州
市政府、以色列驻上海总领馆等单位
合作支持。在“中国城市资本竞争力30
强”前10名单中，成都成为西部唯一入
选城市。

作为全国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

合试点地区，成都高新区近年来通过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参与，逐步
建立起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股权
融资、债权融资、改制上市、信用担保
等金融服务体系。2018年，成都高新区
为企业兑现改制、上市、并购重组、股
权激励等资本市场扶持资金近2500万
元，历年累计兑现约2.7亿元。

“目前，成都高新区境内外上市企
业总数达 35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102 家，四板挂牌企业 1155 家。其中，
上市企业总数占四川省上市企业总数
近三成。”成都高新区财政金融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成都高新区历来将提升
区域经济证券化水平、多层次资本市
场服务作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广元昭化签约15个项目
资金达15.09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吴纹锋 记
者 侯东）4 月 12 日，广元市昭化区举行
2019 年第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签约项目 15个，签约资金 15.09
亿元。

据了解，此次签约项目包括柏林湖
民宿酒店建设项目、“隐青阁”柏林古镇
店特色旅游商品展销平台项目、“龙泉青
瓷宝剑”昭化古城店特色旅游商品展销
平台项目、家居产业城(中金国泰)合作
开发项目、宗皇米酒加工生产项目、异地
技改年产 3000吨手动、气动钉枪钉子生
产项目、异地技改年产500万件(套)家居
类保洁产品项目、2000亩瓜蒌种植及年
产 5000万袋休闲食品加工生产项目、家
居产业城配套建材(商混)生产项目、年
产 1万套水性油墨打印机用墨盒项目、
柏林古镇景区岚湖休闲娱乐度假中心建
设项目等。

旅游全域化
城乡景如画

2018年春节期间，顺庆区新复乡
七坪寨景区开门迎客，玻璃栈道、天
空之眼、花好月圆等景点，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访幽探
径，不到半个月时间，该景区就揽客
超40万人次。

谁能想到一片荒山的七坪寨会
成为南充城郊的风景？谁能想到建成
景区后的七坪寨会成为南充百万市
民的网红打卡地？站在山头，举目远
眺，四围群山环抱，翠峰如簇；公路九
曲回肠、西河逶迤延伸；场镇星罗棋
布、民居黛瓦白墙；红叶杨、松柏、梨
树等枝繁叶茂，奇花野草漫山遍野，
组合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村美图。

今年4月6日，清明小长假期间，
记者在七坪寨景区看到，苗木充满生
机,吐露新芽，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
息，在巨大的“南充之眼”下拍照留
恋、与朋友或家人手拉手在玻璃栈道
上行走、在山顶草坪上搭帐篷休闲的
市民比比皆是。

“节假日生意好得不得了，一
天要卖上百瓶饮料。”在七坪寨脚
下的长远沟村，当地一些村民在景
区空坝子上摆起临时摊点，向过往
游客售卖饮料。一村民告诉记者，
自景区开放以来，来此游玩的市民
越来越多，她便与家人在“家门口”
做起了生意。

“七坪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景观和古兵寨历史文化等资源，是
顺庆区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景点之
一。目前打造了玻璃栈道、花好月圆、
原野之息、景区寨门等景观景点。”南
充市顺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建设规划，七坪寨乡
村旅游项目预计总投资 15 亿元。景
区将按照 5A 级标准继续完善，联合
周边村社打造成为大型田园综合体，
届时，将推动顺庆成为全市乡村振兴
先行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农旅结合
样板区。

“顺庆交通便捷，人口众多，有山
有水，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基础雄厚。
过去一年，七坪寨从荒芜山寨一跃成
为市民休闲胜地，西河从不知名的小
水沟蝶变成今日的田园美景，各乡镇

纷纷举办特色鲜明的农旅活动，一大
批农庄、民宿等应运而生，观光农业、
休闲农业、体验农业、运动农业等新型
业态层出不穷，激活了农村土地潜能，
打开了市民近郊游市场，顺庆找到了
全区农业高效转型发展大门的金钥
匙。”顺庆区委书记陈泽斌表示，今年，
该区将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农旅结合、三产融合”为抓手，坚
持“产业打底、旅游增收”，着力构建乡
村振兴“1+6+3”工作体系，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运动农业
等多元化农业产业，为农业农村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推动实现“产业全覆盖、
旅游全域化”。

产业全覆盖
增收链条长

春光明媚，万物生晖。走进顺庆
区四川省“四好村”——李家镇杨柳
湾村，一条条整洁的村道路蜿蜒曲
折，一栋栋白墙青瓦的川北民居错落
有致，远处山坡上是该村建设的李子
产业园，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生机
盎然。

“杨柳湾村日照充分，土层深厚，
适合栽种李子，目前共栽种李子树
500 余亩，共 4 万余株。”杨柳湾村党
支部书记李启章说，为了让李子卖出
好价钱，该村注册了“美人李”商标，
建立了网上销售平台，2018年，全村
仅靠李子就收入 80多万元。同时，镇
政府围绕李子产业举办李花节，让李
子产业的附加值更高。围绕乡村振
兴，李家镇以发展“经果林”产业为
主，制定了 15 公里的经果林产业规
划，发展以葡萄、李子、晚熟柑橘等三
大特色经果林产业，形成了 2000 余
万元的水果产值，带动辖区 3000 余
户老百姓增收致富。

杨柳湾村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只是顺庆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顺庆区区位优势明显，物流交通便
利，运输成本较低，73平方公里的城区
面积、近80%的城镇化率和百万人口的
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休闲旅游等方
面蕴含巨大需求。今年春节，南充游客
接待量居全国第22位、四川第2位，其
中顺庆接待游客264.61万人次，同比
增长20.61%，实现旅游收入9.96亿元，
同比增长14.07%。

振兴成体系
推进措施多

漫步于顺庆区新复乡长远沟村平坦
的水泥路上,一栋栋两层小洋楼依山傍
水,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

村民回忆，过去的长远沟村只有
一条不足 3米宽的土路，雨天泥泞难
行，一场脱贫攻坚硬仗打下来，长远沟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新建成 2.03
公里双向沥青油路，7.5公里村道路，三
建五改64户，新建成了村委活动室、农
民夜校、便民服务中心……居住环境
和村民精神面貌越来越好。

“清洗、切块、加料、翻炒……”4
月 9日上午，长远沟村党群活动中心
外的院坝上，20多名农家乐业主和村
民围在临时搭建的简易灶台四周，仔
细聆听厨艺名师讲解，他们时不时用
手机拍摄，记录每一道菜肴的烹饪过
程和要领。不一会儿功夫，冬菜肉末
四季豆、鳝段粉丝、毛血旺陆续出锅
装盘，诱人的香气在院坝四散迷漫，
每道菜上桌不到一分钟，就被前来学
习厨艺的群众“一扫而光”。

紧接着是烹饪培训实践课。村民
蒲明山从事坝坝宴工作，对于烹饪，
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功，但如何搭
配菜色，刀法选择还需提升，参加此
次培训让他收获良多。“老师建议我
尝试开发新菜品，在家常菜的基础上
增加辅料搭配。”蒲明山笑着说。

今年，顺庆区以构建乡村振兴“1+
6+3”工作体系为遵循，紧扣“连点成
线、连线成面”总体思路，统筹推进扶贫
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
文化传承“五大行动”，不断改善农村道
路、饮水、电网、通信、物流等基础条件，
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强优秀人
才创业资金、技术、设施等支持力度，努
力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农村的环境
留住人，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积极打
造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等平台，培育一
批果城工匠、非遗继承人、技艺传承人，
将优秀人才纳入“果城·菁英计划”，大
力实施“归雁计划”、“千名人才回引工
程”，鼓励支持返乡领办创办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着力培育一
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周子榆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青川签下总投资2亿元
高性能电工用铜坯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记者 侯东）
近日，青川县与成都市银丰铜业有限公
司签约年产5万吨高性能电工用铜坯项
目。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150亩，主要
建设再生铜熔炼连铸连轧生产线 3条，
预计今年6月开工建设。

据介绍，下一步，青川县将按照协议
约定事项，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提供全
方位、全链条、全过程的优质高效服务，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早日建成投产。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刘婷 记者
陈家明）近日，记者从荣县人民政府与
景德镇陶瓷大学签约仪式上获悉，荣县
将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合作，共同开发 4
亿吨高岭石粘土矿，生产优质陶瓷产
品，打造中国西部百亿级土陶产业集
群。

本次签约仪式上，自贡市副市长吴
进学作了讲话，荣县县委书记韩明祝致
辞，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校长、教授占启
安作了发言。荣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

小清与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常务主任、景德镇陶瓷大学教
授陈云霞进行了签约。

吴进学讲话时表示，荣县土陶资源
丰富，土陶制作历史悠久，境内现有土
陶企业众多，产品品种丰富，市场占有
率高，工艺成熟稳定，匠人技术精湛，

“荣县土陶”被国家商标局批准为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荣县享有“中国（西部）陶都”美
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土陶产业发

展，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土陶产业“一核
三基地”，即来牟核心区，长山、高山、铁
厂三基地。产业布局为“一园四区”，包
含土陶生产加工区，土陶文创旅游区，
土陶配套服务区，土陶技术研发区。园
区建成后，将形成原料供应、土陶生产、
文创加工、产品包装、贸易物流、技术研
发等产值可达100亿元的全产业集群。

当前，荣县土陶产业正处于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荣县迫切需要与

国内一流陶瓷院校的合作。通过本次荣
县人民政府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签约，
为双方搭建起合作的桥梁，实现科技成
果的转化，助推荣县土陶产业的转型升
级。

韩明祝致辞表示，荣县陶土资源得
天独厚，有高岭石粘土矿 4 亿吨。近年
来，荣县的土陶产品声名远播，畅销海
内外，拥有规模企业 30 家，制陶艺人
600余人，有土陶产品约120种。长期以
来，荣县土陶企业与茅台、五粮液等中

国白酒十强企业保持稳定合作关系。随
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四川深入
实施“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
土陶产业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荣县将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实施土陶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荣县依托景德镇
陶瓷大学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加快推进
土陶产业转型升级，也将为景德镇陶瓷
大学的科研、教学、成果转化提供最好
条件和最优服务，实现“校地合作，产学
共赢”。

松潘县二季度集中开工
43个项目计划投资14.63亿

四川经济日报讯（谷运花 记者 庄
媛）近日，阿坝州松潘县 2019 年第二季
度政府性投资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该县
工业园区举行。集中开工的43个项目涉
及交通、农业、旅游、市政等多个领域，年
度计划投资 14.63亿元，其中新建 12个，
续建、改建31个，包括省州重点项目6个
和政府性投资项目37个。

据介绍，2019年松潘县共安排省州
县项目 82 个，计划投资 20.06 亿元。其
中，省州重点项目 7 个，年度计划投资
11.21 亿元，包括续建项目 6 个。包括成
兰铁路（松潘段）建设项目、剑科水电站
建设项目、川九路建设项目、松潘县川主
印象酒店建设项目、松潘县红星岩（又名
七藏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汶川牵手都江堰
深化文体旅区域合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杨光富 记者 庄
媛)为深入推动“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
略部署，深化汶川县—都江堰市在文化、
体育、旅游等方面区域合作和交流，4月
11日，阿坝州汶川县与都江堰市签订了
市县合作发展协议。

按照协议，都江堰市和汶川县将在
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育、旅游
等方面区域合作和交流，互动举办汶川
马拉松、熊猫100越野赛等赛事活动。

为贯彻落实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汶
川县主动参与区域协同发展，全面推进
与都江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生态保
护等全面对接、联动发展，谋求区域经济
合作，建立互帮互助的合作机制，推动两
地经济联动发展。

今年 2月，遂宁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加快构建“ 5+2+1 ”现代产业
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和遂宁市委办、
市政府办关于印发《遂宁市“5+2+1”
产业发展推进方案（2018-2022 年）》
的通知。其中，《意见》明确提出，遂宁
要充分发挥产业对经济的支撑引领作
用,加快构建具有遂宁特色优势的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今年，遂宁市将实施工
业投资“补短板”行动，全力推进 100
个市级重点投资项目建设，加快招
引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大力实
施产业倍增、企业倍增、收入倍增

“三大计划”，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
质增效。重点围绕“一核三片、四区
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
色的区域产业版图。此外，加快构建
创新引领、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
创分享的数字经济体系，推动经济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环境致胜
打造腾飞“新平台”

“现在请各位嘉宾共同推开中绿
农旅遂宁禅香小镇建设的美好画卷。”
3月 19日，在主持人激动的话语下，禅
香小镇项目开工画卷缓缓展开，现场
彩烟升起、彩带纷飞，这也标志着由中
绿集团投资约27亿元在遂宁经开区建
设的中国首个禅香特色小镇正式拉开
建设帷幕。

“禅香小镇是中绿继泸州寨水一
方小镇、蓬溪县观光工厂后投资四川
的第三个项目。”中绿集团副总裁兼中
绿农旅本部总经理叶斌介绍，遂宁地
缘特色鲜明，投资营商环境好，契合中
绿集团投资农旅小镇的发展意向。

巴蜀山水间，绿色遂宁城。良好的
投资环境，为遂宁实施招大引强、招强
引优战略提供了强力支撑。

在遂宁的决策者看来，营商环
境就是生产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是招大引强、助推工业发展、抓好项
目工作的重要举措。为此，遂宁提
出，抓好营商环境，一要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二要优化政务环境，三要营
造法治环境。

有资料显示，去年，遂宁市先后出
台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45条”和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9条”，全市民
营经济增加值增长 8.9%。完成重点改
革任务 240项，承担中央、省级改革试
点任务37项。

在3月27日四川省2019年第一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遂宁分会场
现场，康佳集团总裁周彬表示，遂宁位
于成渝城市圈的重要节点，有着良好
区位优势和优越的产业基础，而且在
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向上与康佳

“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战略高度
契合，落地布局遂宁，正是印证了康佳
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以实体产业为载
体的使命与担当。

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让遂宁成
为众多国内外投资商青睐的投资兴业
热土。仅2018年，遂宁就引进深圳特康
遂宁恩比特科技园等投资亿元以上项
目 109 个、总投资 612 亿元，其中康佳
集团等10亿元以上项目19个，到位市
外资金 517.7 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25.3亿元。

开放合作
双联双拓“增活力”

“遂宁的城市规划和人文环境非
常好，园区发展势头喜人。”3 月 4 日，
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一行到遂宁市
参观考察，在参观了遂宁高新区创客
小镇、欧美产业园以及河东新区规划
展览馆并观看了遂宁宣传片后，陈玉
东对遂宁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给予了
高度评价。

博世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业务涵盖汽车与智能交通
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以及能源与建
筑技术领域。陈玉东透露，此次赴遂宁
考察是了解西部投资环境，为博世（中
国）“西进计划”战略转移做准备，也希
望双方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打开遂宁的门，推开世界的窗。坚
持开放合作对位居成渝经济区黄金节
点位置的遂宁来说，不仅是机遇，更是
保持区域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拓展开放
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
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
面深化。

坚持开放合作，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实现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华
丽转身和历史蝶变，遂宁自信而坚定：
2018年 9月 5日，起始于 2012年的“绿
色经济遂宁会议”迎来第四届盛会；9
月14日至15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
际物流博览会暨南向通道枢纽建设高
峰论坛在遂宁举行，全球 2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千名代表走进遂宁的“朋
友圈”；9月 25日，“2018绿色发展科技
创新大会”在观音湖畔开启，国内外
500余名嘉宾莅临遂宁共同探讨绿色
发展新课题……

对标省委关于形成“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重大部
署，今年，遂宁将进一步强化开放合作
意识，加快形成“双联双拓、全域开放”
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把联动成渝、拓
展东南、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作
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之举强
力推进，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大开放抢抓大机
遇，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日出东方，大道其光。建设成渝
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绿色遂宁正努力奔跑，
向着成为“成渝经济区绿色发展的
引领者、示范者、推动者”目标豪迈
挺进。

携手景德镇陶瓷大学，实现“校地合作，产学共赢”

荣县打造中国西部百亿级土陶产业集群

“产业全覆盖、旅游全域化”

南充顺庆区迈向乡村振兴特色路

南充市顺庆区作为南充主城区，农村体量小，农民增收路子少，乡村如何振
兴？近年来，该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坚持以现代都市农业为统揽，以“农旅结合、三产融合”为抓手，坚持“产业打
底、旅游增收”，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实现“产业全覆盖、旅游全域化”，走出一
条符合顺庆实际，独具顺庆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七坪寨玻璃栈道俯瞰

成都高新区
获“中国资本竞争力最佳区县”奖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