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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8日 农历己亥年三月十四 星期四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 者 李 珊 鲍 安 华
周圆韵 文/图）4 月 17 日，2019 中外知名企
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
署仪式在成都举行。会上，58 个投资合作
项 目 现 场 集 中 签 约 ，签 约 金 额 1947.85 亿
元，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饮
料食品、节能环保、养老健康、现代农业等
多个领域。

记者从签约仪式上获悉，经过前期的
深入对接和洽谈，“2019 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活动期间，四川与国内外投资者签
约 407 个项目，签约总额 4599.47 亿元。

看产业
五大万亿产业备受青睐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一产业项目 32个，投
资额 111.7亿元，占总投资额的 2.43%；二产业
项目 221个，投资额 2122.92亿元，占总投资额
的 46.16%；三产业项目 154个，投资额 2904.78
亿元，占总投资额的51.42%。

从五大万亿产业分布看，共有项目 178
个，投资额 1917.52 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
41.69%。包括电子信息项目 46 个，投资金

额 719.35 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 15.64%；装
备制造项目 48 个，投资额 257.68 亿元，约
占签约总额的 5.6%；食品饮料项目 30 个，
投 资 额 208.19 亿 元 ，约 占 签 约 总 额 的
4.53%；先进材料项目 32 个，投资额 434.58
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 9.45%；能源化工项
目 22 个，投资额 297.72 亿元，约占签约总
额的 6.47%。

看投资
100亿元以上项目7个

从资金性质情况看，国资项目 36 个，投
资额 763.72 亿元，约占 16.6%；民资项目 353
个，投资额 3610.83 亿元，约占 78.51%；外资
项目 18 个，投资额 224.92 亿元，约占 4.89%。

从投资规模情况看，5 亿元以下项目
189 个，投资额 288.79 亿元，约占 6.28%；5—
10 亿元项目 89 个，投资额 508.12 亿元，约占
11.05%；30—50 亿元项目 18 个，投资额 655.4
亿元，约占 14.25%；50—100 亿元项目 16 个，
投资额 1001.25 亿元，约占 21.77%；100 亿元
以 上 项 目 7 个 ，投 资 额 847 亿 元 ，约 占
18.42%。

看招商
涉及投资总额超过3.18万亿

为在更广领域深化与中外企业投资合作，
此次活动，四川重点围绕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改革领域，推

出拟对外招商的投资合作项目 1892 个，涉及
投资总额 31810亿元。其中，农业项目 191个，
投资额 1261 亿元；工业项目 770 个，投资额
10959 亿元；服务业项目 740 个，投资额 12488
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 191个，投资额 7102亿
元。这次推出项目，涉及“5+1”现代产业项目
661个，投资总额10575亿元。

“两山对峙，一水中流”。
沿着夹江县城西青衣江畔的千佛岩古泾

口，从汉代悬崖边的木栈道，到唐代的石板路，
平羌古道上，“茶马”蹒跚，从遥远走来，又走向
远方……

而今，“两山夹一江”的巍巍大旗山下，已孕
育了20万亩的河西天然生态“茶叶长廊”，一批
批川西名优绿茶从千年的茶马古道再次出发，
走出夹江、走向全国、走进世界……

截至 2018年，夹江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26.5
万亩，建成出口茶质量安全示范区核心区 18万
亩，出口绿茶 2.3万吨、出口额 6.9亿元，出口量
和出口额居全省第一。

夹江，打造“全国出口绿茶第一县”，正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

筑巢引凤来 成就一方大产业

走进夹江，山峦叠翠，茶园满山，处处飘香。
在海拔800米至1200米的夹江县河西天然

生态“茶叶长廊”，云雾缭绕、空气湿润，自古就
是茶叶生长的好地方，是“峨眉山茶”和川西名
优绿茶的主要生产基地。

而河东标准化茶叶产业带和高山云雾茶产
业带，却以成片的标准化茶园、蔚为壮观的现代
生态茶叶观光带，成为“四川省现代农业重点
县万亩亿元茶园示范区”。

河西生态茶叶、河东标准化茶叶和山区高

山云雾茶三大茶叶产业带，使茶产业成为夹江
茶农增收致富的一大支柱产业。

增收致富的背后，彰显政府对茶产业投资
和发展环境的务实改善与提升。

重规划——先后出台《夹江县茶产业发展
规划》、《关于加快推进茶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
策，实施“茶产业 3511”工程，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支持茶产业发展。到 2022 年，全县实
现茶园面积稳定突破 30万亩，茶叶产量达 5万
吨（其中加工出口绿茶原料 3万吨），综合产值
突破 100亿元，打造“全国出口绿茶第一县”等
目标。

夯基础—— 完善茶园基础设施和景观带
建设，优化茶产品结构，全面推广茶叶机械化采
摘技术，建设电子商务和品牌形象店，支持茶企
参加茶叶出川出口等会展活动，实施“区域品
牌+企业品牌”双品牌战略，积极打造县域品牌

“青衣江茶”，搭建茶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破瓶颈——在全省率先实现“政+担+银+

农”一体化产业互助金融模式，通过茶叶贷、农
担贷等多种渠道，解决企业发展融资难。2018
年，全年共受理农担贷款业务 119笔 8000多万
元；今年 1-3月，全县共受理农担贷款业务 133
笔9000多万元。

筑“巢”引得“凤凰”来。夹江天福观光茶园
有限公司、四川华义茶业有限公司、四川洪椿茶
业有限公司等先后落户夹江，发展壮大，造福一
方百姓。

乘势出国门 开辟一片新天地

2018年5月5日，四川洪椿茶业有限公司获得
出口茶自主经营权，可日加工名优茶20吨，精加工
出口茶80吨，年生产能力列全省第一、全国前三。

2019年 1月 14日，四川省百岳茶业有限公
司举行项目开工仪式，总投资2亿多元，年加工
出口绿茶 2万吨，预计今年 6月投产，届时将解
决10万亩夏秋茶鲜叶原料销路。

2019年2月19日，122.5吨茶叶从夹江县木
城镇四川华义茶业公司出发，搭乘成都至波兰
的列车，直接销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夹江茶叶首次直接出口国
外，也是川茶企业首次将川茶直接出口至中亚。

夹江，现已建成 18万亩省级出口茶质量安
全示范区核心区。依托产业优势，夹江茶企纷纷
乘势而为，抢占国际市场。

2019年 3月 25日，重庆西农茶叶有限公司
携手四川华义茶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并在夹江举行基地授牌仪式。基地的建立，
将发挥西南大学的科技优势、西农茶叶的品牌
和市场优势、夹江县茶叶资源优势、华义茶业公
司的生产加工优势，充分发挥两家企业在国际
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强强联合，打造“茶叶产业
利益共同体”，共闯国际大舞台。

日前，记者走进夹江县木城镇兰田村，这里的
茶园正在进行第二轮管护，修剪、施肥、用药……

“叮嘱村民合理施肥，保证按照标准流程管护茶叶，
一两个月下来，这批夏秋茶将为基地茶农们带来每
亩2000元的收益。”村委会主任张国军在2000多亩
的茶园里忙个不停。茶园旁，一个硕大的招牌引人
注意——华义·欧标·茶园基地。这是当地龙头企业
——四川华义茶业有限公司按照欧盟茶叶进口检
测标准打造的基地，公司与茶农合作，提供技术和
农资，茶农按照标准种植，茶叶直接出口欧盟。

在四川洪椿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古翠琼
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绿茶出口加工，产品远
销中亚和北非，可直接为茶农每亩提高 2000多
元的经济收入，每亩达到7000多元。

目前，夹江 26万亩茶园普遍推行低毒高效
种植，茶叶机采率接近50%，具有充分的出口基
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2018年，夹江
县产茶3.2万吨，其中70%的茶叶销往中亚和北
非，出口总数占全省绿茶出口一半份额。

政府发力，企业助力，夹江茶叶蓬勃发展，已
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全县现有茶
叶面积26.5万亩，干毛茶产值21.6亿元，综合产值
近50亿元。全县已有41个茶业专合组织，60家规
模以上茶叶企业，各类茶叶加工企业已达282家，
年加工能力3.5万吨。华义、洪椿、绿山针3家企业
获得“天府龙芽”地理标志使用权。

昔日的平羌古道，如今的“全国重点产茶
县”。围绕“四川省千亿茶产业工程”，夹江，将重
点打造“全国出口绿茶第一县”，让一批打得响
的夹江茶叶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川经济日报讯 4月 17日上午，2019中
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暨项目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
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省政协主
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出席。1100多位
中外知名企业及商协会负责人、专家学者相聚
蓉城，共襄合作盛举、共谋发展大计。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
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四川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彭清华说，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
势，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和更大发展空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
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党中央、习近平
总书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采取“六稳”
政策措施，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坚定不移推进
开放合作，推动我国经济不断朝着高质量发展
目标迈进。党中央对四川发展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要求四川“努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的
前列”。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作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的战略谋划和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加快构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
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5+1”现代产
业体系，扎实推进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
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筑牢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全省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
势。

彭清华说，当前，四川发展已经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区位优势更加凸显、资源禀赋十分
富集、平台载体更加完备、交通条件日益改
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为更好促进开放合
作、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热忱欢迎广大海
内外企业来川投资兴业，分享四川改革发展
红利、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我们期待与

大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上深化合作，吸引更多
领军企业在成都建设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
立足成都、辐射西部，在新一轮西部开放开发
中抢占先机。期待与大家在特色优势产业上
深化合作，聚焦我省重点培育的五个万亿级
支柱产业，聚焦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技术、
新业态，充分利用四川的优势资源和企业的
雄厚实力，有机融合、互利共赢。期待与大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深化合作，抢抓国家加大
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机遇，在高铁、
高速公路、港口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寻找商
机，深度参与我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共筑西部陆海联运新通道。期待与大家在
消费提质升级上深化合作，推动电子商务、现
代金融、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医疗等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
多样化的消费产品，共拓服务供给新空间。期
待与大家在推动乡村振兴上深化合作，积极
参与我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特色农产品品

牌打造、脱贫攻坚，在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进程中壮大企业、造福人民，共创幸福
美好生活。

投资推介会上，副省长李云泽向与会嘉宾
介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介投资合作机
遇和重点合作领域。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
家朱海斌作主旨演讲。中外知名企业代表中国
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浪潮集团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孙丕恕、德国思爱普集团全球副总裁
胡安德发言。在随后举行的项目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上，58个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还有一批合
作项目在场外签署。

活动开始前，彭清华、尹力、柯尊平等还参
观了“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开放合作阶段成果
展。

省领导王铭晖、刘捷、陈放、欧阳泽华，中
外知名企业及商协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
各市(州)党委或政府负责人出席推介会暨签
署仪式。 （张守帅）

第六届川台农业合作论坛
在台湾云林举行

据新华社电 第六届川台农业合作论坛17日
在台湾云林县举行，四川省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州
政府分管农业负责人、农业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行
业协会、企业代表，台湾客家商会和高雄、新竹、苗
栗、南投、彰化、云林等市县农会及企业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论坛，共同探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川
台农业合作新机遇。

四川省副省长尧斯丹在论坛致辞表示，四川与
台湾血脉相通，因“文缘”相融，因“业缘”携手，因“信
缘”相近，因“姻缘”相亲，两地近年来文化交流频繁，
经贸合作紧密。他说，四川是农业大省，土地肥沃，物
阜人丰，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传统，盛产各类农副产
品，粮油作物种类繁多，畜牧、水产资源十分丰富。

尧斯丹表示，热忱欢迎台湾朋友多到四川走
一走、看一看，寻找农业合作商机，也期待通过本
届论坛的交流探讨和实地考察，学习和借鉴台湾
在现代农业和乡村建设的智慧与经验，相信在川
台两地共同努力下，川台农业合作交流必将提升
到新高度、谱写新篇章。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四川共有台资企业2317
家，项目投资总额197亿美元，各项指标均位居西部
地区第一位。其中，在川台资农业企业发展迅速，川
台农业合作已逐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的良好
态势，合作项目近300个，金额超过20亿美元。

出席论坛的嘉宾和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农业
特色和发展情况，还就川台农业产业合作项目进
行现场推介对接和交流。在台期间，四川农业代表
团还前往部分台湾基层农会、农业园区、农业和生
物科技企业参观交流。

夹江：千年茶乡 香飘世界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改革创新谋发展全域开放促合作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
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

彭清华致辞尹力主持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四川签约407个项目揽金4599.47亿元
五大万亿产业成投资热点

彭清华会见
世界500强外资企业负责人

四川经济日报讯 4月17日上午，省委书记彭
清华在成都会见来川出席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活动的世界500强外资企业负责人。

彭清华简要介绍了我省省情特别是对外开放
合作有关情况。他说，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经
济大省、资源大省和科教大省，是支撑“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交汇点和核心腹
地，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
四川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展现出巨大的发展
潜力。希望在座世界 500强外资企业进一步了解
四川、关注四川，把握机遇、挖掘商机，在新型城镇
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金融业、
文化旅游业、自贸试验区建设等领域与四川深化
合作，推动我省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钱 、杜邦中国集
团公司总裁张毅、马士基(中国)公司总裁彦辞等
世界 500强外资企业负责人表示，四川改革开放
40年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
人钦佩，发展前景令人期待，将立足已有合作基
础，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省领导王铭晖、李云泽，成都市市长罗强，德
国思爱普公司全球副总裁胡安德、沙特阿美石油
公司亚洲副总裁王稚、出光电子材料(中国)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岛光茂、三菱日联证券亚洲公
司总经理黄慧华等参加会见。 (张守帅)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
特别报道

签约现场

百名知名企业家投资四川交流座谈会举行

合作共赢
助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17日，百名知名
企业家投资四川交流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此次座
谈会是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的主要活
动之一。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省长李云泽、省政协副主席陈放出席会议。会议
由副省长李云泽主持。

座谈会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董事长晏
志勇、杜邦公司中国区总裁张毅、广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楚源等 17位代表交流了企业在
四川投资的情况，表达了对四川发展前景的坚定
信心。

尹力认真听取企业家代表发言，感谢大家出
席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和参与支持四
川建设发展，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代表
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分析研究，充分吸纳到今后
的工作中。尹力说，四川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
富，比较优势明显，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当前，
众多国家战略在四川交汇叠加，“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正加快形成，中外企业
来川发展面临大好机遇，投资四川大有可为。我们
将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为企业纾难解困，打造高
效的政务环境，给企业松绑减压，创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让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把四川建设成为各
方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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