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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琳
文/图）4 月 17 日下午，2019 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自贡投资推介会暨
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来自
航空与燃机、新材料、金融、文化旅
游、物流等领域的企业家等近 220人
参会。现场推介了西南（自贡）无水
港、自贡国家高新区和航空产业园
等投资项目，签约光学玻璃及电子
显示盖板、无人机及航空零部件研
发、锂电池生产、西南健康产业城、
盐聚东方国际旅游度假区等 11个项
目，计划投资188.7亿元。

自贡是国家节能环保装备制造
基地、国家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近年来，中建材、中兴能源、苏盐
集团、川能投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相继
落户，自贡制造业正加速向高端化、
集群化迈进，加速成为先进制造业集
聚地。

同时，自贡市与华强方特集团
合作，占地 1000 余亩的世界一流恐
龙王国公园，将于明年上半年全面
建 成 ；与 华 侨 城 集 团 合 作 ，占 地
2000 余亩的中华彩灯大世界，也将
于明年初首期开放；大力发展文创

产业，发布了恐龙超级 IP，以恐龙
为主题的动漫片《时空龙骑士》下
半年将在各大卫视播出，在此基础
上，还将打造以超级 IP 为载体的主
题餐厅、酒店、游乐园、体验馆，将
恐龙超级 IP 运用于服装、玩具、游
戏、学习用品等领域，构建起完整
的 IP 生态产业链。

此外，自贡正加速成为新的现代
物流集散地，全力打造 37 平方公里
的西南（自贡）无水港，规划布局临港
产业园、东盟物流园，配套建设国家
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87个项目
助推广元绿色崛起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侯东）4月
17日，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广元
市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约在
成都举行，共签约1个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87个经济合作项目，87个项目总投
资244.71亿元。

广元有丰富的天然气、水能、风能
等清洁能源和绿色生态自然资源，本
次签约项目大多与“清洁”“绿色”相
关，将加快推动广元绿色发展绿色崛
起。能源开发利用项目主要有广元经
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年产 25 万吨绿色铝材项
目，总投资26亿元；广元市天然气综合
利用工业园区与中石油川西北气矿签
订中石油剑阁区块礁滩气藏试采工
程，总投资12亿元；苍溪县与中石化西
南油气分公司签订元坝 104-1井试采
项目，总投资 4亿元；剑阁县与国网四
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新能源
新材料配套产业链项目，总投资5.5亿
元。绿色资源产业加工项目主要有利
州区与四川森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息龙谷旅游风景区开发项目，总投
资 20亿元；朝天区与四川省喜来吃食
品有限公司签订喜来吃万吨有机植物
油及核桃饮料深加工项目，总投资5亿
元；旺苍县与江苏旭润家具有限公司
签订 50万套/年高端实木家具生产项
目等。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余萍）4
月 16 日，邻水县借助“2019 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活动”平台，在蓉举办邻水
县川渝合作高滩新区投资洽谈会，成
功签约重庆勇图汽车、重庆大彭智信
通用等 4个项目，协议资金达 12.85亿
元。

本次活动中，邻水重点对高滩新
区进行了推介。高滩新区围绕“川渝合
作、产城相融、创新高地”定位，主要打
造与重庆两江新区互动发展、与重庆
一体化发展的重庆高端装备制造配套
基地，集聚创新动能、创新资源的川渝
合作创新高地，广安南向发展、四川东
向拓展的川渝合作先行示范区，编制
了 15平方公里核心区、30平方公里拓
展区、110平方公里管控区空间总体规
划。力争到2030年面积达到30平方公
里、人口达到 20 万，实现产值 1000 亿
元，建成重庆两江新区的产业集聚区、
功能承载区、形象门户区。

产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支撑，一个
城市没有产业，就没有活力、没有实力、
没有希望。南充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指
出，坚持转型升级抓大产业，实施“产业
年”行动，打好产业发展突围战。作为南
充城市经济的领头羊，顺庆区始终坚持

“强三优二特一”的产业发展思路。三产
坚持走提档升级、高端发展之路；工业
坚持走转型升级、集群发展之路；农业
坚持走优化升级、特色发展之路。全力
以赴夯实各项工作，提升三次产业发展
水平，在全市“一主一副”发展格局主力
担当上再建新功。

去年，顺庆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44.8亿元，同比增长 12.7%；全年
工业增加值180.6亿元，同比增长9.8%。
顺庆，这座川东北商贸重镇，高举三次
产业大旗，继往开来，步履铿锵，正昂首
走在“成渝第二城”城市经济领头羊的
大道上。

一核多极 构建商业副中心

三产应该何去何从？顺庆区委六届
七次全会给出了答案：三产要坚持走提
档升级、高端发展之路。以“大楼宇、大

总部、大商贸”为载体，加快发展商贸服
务、现代金融、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优
势服务业。统筹推进全域旅游、文化创
意、康养服务等配套服务业务，不断丰
富内涵、扩大外延、紧跟发展，实现从

“服务业大区”向“服务业强区”跨越。
华灯初上，夜色斑斓，滨江路泰合

青年城内人潮涌动。沿街餐饮店内座无
虚席；店外，不少市民排队等着坐“二
轮”。短短两年时间，泰合青年城吸引了
餐饮、影院、歌厅、健身馆等 20 余家店
铺入驻，迅速集聚起人气。

无独有偶，南门坝商圈内，古色古
香的楼房鳞次栉比，餐饮店、娱乐城云
聚，仿古石砖路上人流穿梭、火红的灯
笼与雕梁画栋的仿古建筑汇成一幅美
妙的街景图。改造升级后的南门坝仿古
商业街一片繁盛，吃、喝、玩、乐、购，“一
条龙”服务。以顺庆府衙为轴心，红光
路、大南街、孔迩街、文峰街四条街道组
成特色街区，南门坝商业中心得以形成
规模，汇聚人气。

近年来，顺庆以五星商圈为核心，
西华商圈、北部新城、南门坝、高铁商务
区、市政新区等新兴商圈正在崛起，一
核多极的商业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三大产业 引领工业集群发展

产业是立城之基。在南充致力于建
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
的进程中，顺庆如何进一步抢抓先机？
区委、区政府意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坚持集聚发展、集约发展、
集群发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强化
规模效应、推动工业升级，打造顺庆都
市工业核心增长极。”区委书记陈泽斌
表示，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引进和培
育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让经济高质
量发展，成为顺庆区的首选。

如何招大引强？招强引优？陈泽斌
多次带队外出，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
新能源三大产业，瞄准世界 500 强、中
国 500 强和行业 500 强企业，锁定央企
国企、上市公司，与企业衔接、沟通。不
到一年，和泰光纤光棒、中科就微、华讯
方舟入驻顺庆，欧香智慧小镇、绿地智
慧城建设如火如荼。创新驱动引领产城
融合，在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潆华
工业集中区内，一批“千万楼宇”“亿元

楼宇”正在兴起。
突出龙头带动，支持鑫达、重汽、鑫

派电子、日上、人本等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全面启动鑫达二期，推动和泰光纤
光棒、中科就微、华讯方舟项目投产达
效，加快培育新材料、汽车汽配、高新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百亿产业集群”。并
与双创中心“加速园”、南充高新孵化
园、潆华工业集中区，形成“孵化园+加
速器+产业城”的创新创业链条。

“要引得进来，留得下来。围墙内的
事老板管，围墙外的事政府办。”陈泽斌
说，实施“一站式”服务为项目建设、企
业发展开通“绿色通道”，解决职能交
叉、权责分离、运转不畅等制约企业发
展的瓶颈。同时，出台支持金融、汽贸等
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鼓励支持发展低
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
间。

全域旅游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农业是民生之本。2017年底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乡村振兴战
略的根本原则和实施路径，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确立起乡村

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作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
示范区，顺庆如何破题？

上为之，下效之。顺庆区依托近
郊优势，围绕近百万城市人口周末何
处去的问题，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推
动农村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载体，按照“产业打底、旅游增收”
的思路，“一盘棋”考虑发展布局，“一
张图”集成发展规划，“一体化”推动
农旅结合，实现以旅促农、以农养旅、
共同发展。

除七坪寨旅游项目外，该区还启动
新丝路国际文化旅游城、新复同仁农旅
集合田园综合体等农旅项目建设。另一
方面，共兴镇蛴蟆节、李家镇李花节等
越来越多的特色乡村游和特色乡村民
俗节为市民提供了旅游新选择，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增收的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农村发展
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顺庆区坚持以大
项目为支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

罗虹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4月
17日，2019四川-境外企业产业合作对
接会在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六楼金桂
厅举行。作为 2019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
行活动的专场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吸
引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知名企业、政府机构和商协会负责人

参会，与我省 60 余家有国际合作意向
的企业和相关市政府部门开展合作洽
谈。

本次活动分为会议和对接洽谈
两个阶段。在会议阶段，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陈放出席
会议并推介四川投资环境，中国欧盟

商会副主席马晓利作为境外嘉宾代
表致辞。绵阳市副市长廖雪梅、宜宾
市副市长廖文彬、新川创新科技园总
裁刘希良代表川方作推介发言，前日
本驻华公使 田邦彦、法国国家特色
小镇协会副主席巴特耶等代表外方
的政府、商协会和企业作推介发言。

在对接洽谈阶段，中外嘉宾进行了
“一对一”的 B2B 商务洽谈，对接合作
需求和意向，增进相互了解，寻求互
利合作。

据悉，此次参加对接会的企业所
属行业涉及高新技术、生物医药、装
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

自 2014 年以来，我省每年在上半年的
知名企业四川行或下半年的西博会
期间，都固定举办国际性投资合作洽
谈会，主题分别涉及四川与港澳、四
川与意大利、四川与欧洲等地的合作
与发展，这已经是第七次国（境）外企
业对接会。

资阳雁江区
主推大健康产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汤斌）4月
16日，“长寿之乡·健康雁江——资阳
市雁江区大健康产业推介会暨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分别与四川
商业投资集团、台湾博士生医科技、爱
丁堡集团、东莞伟俊玩具、深圳伊俐信
等企业签约。

据了解，此次雁江区共推出招商
项目 32个，投资总额 332.61亿元。其
中，一产业类项目 4个，投资总额 3.26
亿元；二产业类项目 6个，投资总额 64
亿元；三产业类项目 19 个，投资总额
228.85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 3个，投
资总额36.5亿元。

2019四川-境外企业产业合作对接会在蓉举行

推进合作交流 实现互利共赢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南充顺庆区打造高端产业聚集区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琳 周
圆韵 文/图）4月 17 日，德能森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亚太区域总裁董永术
现身“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
现场。董永术告诉记者，作为中国
第一批推行智慧化社区的高科技企
业 ，德 能 森 非 常 开 心 能 够 落 地 成
都，并配合四川建设绿色宜居低碳
环保城市，未来企业还将继续布局
四川，在成都、德阳、崇州等地推进
智慧社区项目。

2017年，德能森全球智能体验与
设计中心落户成都市成华区，作为德
能森中国区旗舰店，超2000平方米的
高科技展馆塑造了纯智能化体验中
心。为何选择四川成都？董永术表示，

这是因为四川非常重视智能化社区
建设。

董永术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中外
合资企业，德能森在四川投入的第一
个项目就是建设中德合资企业——
德能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专注智
慧城市领域，发展智慧社区、智慧楼
宇、智慧酒店和智能家居等几个业务
板块。下一步，德能森将在四川打造
目前国内强力推行的智慧社区业务
板块。

董永术透露，德能森位于四川的
投资将分批次进行。前期将投资约
3000 万元，主要投入位于成都的项
目，后期则将更多聚焦位于德阳和崇
州的项目进行投资。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
文/图）4月 17日上午，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现身正
在成都举行的 2019 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
现场。据悉，这是董明珠今年第二次
来到成都公开出席活动。此前的 1月
24日，董明珠参加了格力成都产业园
项目在新津开工仪式。不到半年两次
来蓉，足见董明珠对四川市场的重
视。

记者获悉，此前在新津开工的
格力成都产业园洗衣机生产基地，
将是全智能化、自动化、最高端的

洗衣机生产基地，也是格力电器在
成都建立的第一个生产基地。“紧
接着在成都建设的第二个项目是
冰箱项目，第三个项目是生活电器
项目，往后还会把智能装备、模具
生产基地陆续落户到成都，格力电
器将为成都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董明珠在开工仪式上介绍
说。

据悉，格力成都产业园项目总投
资约 50亿元，其中，项目一期投资约
20亿元，占地约 600亩，预计年产 300
万台洗衣机，达产后预计年产值60亿
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
文/图）“这是我第三次来四川，也是
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四川。”4月 17日，
来自日本的后续链接公司总裁水谷
芳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是其了解四川的重要窗
口。

据水谷芳利透露，他此行最重要
的目的就是了解四川 IT行业并寻求
合作：“我很看好四川的 IT行业，四川
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希望通过和行业
人才交流，有机会进入到四川的市
场。”

据介绍，水谷芳利与中国最早的
接触始于1982年，当时的业务主要分

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北上广，随
着中西部地区的崛起，水谷芳利开始
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四
川是中国中西部最发达的地区，未来
的前景非常广阔。”

“非常希望能够与四川合作。”
水谷芳利希望通过在日本的川籍

“领军人物”，搭建合作桥梁，促成
与四川的合作。同时，水谷芳利也
提到，在选择合作方时，比起能够
给到的优惠条件和政策红利，他更
看重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我们希
望合作方，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
能在研发产品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和
我们的理念一致。”

董永术：助力四川建设绿色宜居低碳环保城市

水谷芳利：四川IT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董明珠：格力电器将助力成都经济发展
自贡将打造恐龙超级IP生态产业链

邻水4个项目
揽金12.85亿元

四川10个院士（专家）
工作站获授牌

四川经济日报讯 4 月 17 日，四
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
会闭幕式上，10 家企业和科研院所
获四川省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
这是我省第八批院士（专家）工作
站。

获授牌的 10 家单位分别是：成
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安全科学
技术研究院；四川上之登新材料有
限 公 司 ；四 川 省 川 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
院；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省 科 协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省
内企业或产业园区均可申请建设
院 士（专 家）工 作 站 。对 获 批 建 设
院 士（专 家）工 作 站 的 建 站 单 位 ，
相 关 部 门 将 给 予 财 政 资 金 补 助 ，
并 在 引 进 院 士 、高 层 次 专 家 资 源
方 面 提 供 支 持 ；院 士（专 家）工 作
站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未 通 过 每 3 年
一次考核的将被除名摘牌。

我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始建于
2008 年，加上新授牌的 10 家，目前共
有458个。 （熊筱伟 钟振宇）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余萍）4
月 17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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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有 58个项目签约，广安签
约 2 个项目，也是在主席台签约的 9
个市州之一，这 2个项目分别是广安
市岳池县的山东爱思生物科技（广
安）原料药生产项目和前锋区的广东
爱民儿（广安）制鞋产业园项目。

岳池县的山东爱思生物科技（广
安）原料药生产项目投资 37亿元，项
目总占地约 1300 亩，一期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 1000 亩，主要建设原料药
多功能中试车间及配套设施。同时建
设符合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标准的依诺肝素钠、依达拉奉等品种
原料药生产车间，并配套建设相关附
属工程等。二期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00亩，建设符合中国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美国和欧盟动态药品生产
管理规范标准的大品种原料药生产
车间、固体药物制剂生产车间。

这一项目将给广安和成都共建
的生物医药“双飞地”产业园区添砖
加瓦。而山东爱思生物科技（广安）原
料药生产这一龙头项目的签约落地，
意味着未来招商的潜力巨大。岳池县

相关负责人透露，岳池将力争依托该
项目在 3 年内每年引进不少于 20 余
家高增长型创新创业医药生产企业
和 10 余个博士创业团队，并依托优
质的人才来孵化一批医药高新技术
企业。

前锋区引进的广东爱民儿（广
安）制鞋产业园项目投资 10亿元，占
地 500 亩，建筑总面积约 33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皮鞋、皮具、箱包及配套
产业孵化产业园等产业功能区，共新
建约 2万平米厂房，这一龙头企业的
签约落地标志着成都的鞋业将开启
转移到广安的征程。

前锋区工业园区副主任张培杰
说，目前前锋区正准备动工平场，力
争 2年内建成后，依托这家龙头企业
来以商招商，前锋正在和 3家企业洽
谈，主要引进制鞋产业相关的配套企
业，力争在前锋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鞋
产业链。

据悉，未来前锋还将着力建设
“一城三园”，打造“西部轻纺·川渝鞋
都”，规划建设一座 6 平方公里的西
部轻纺城和 5000 亩纺织服装产业
园、3000 亩制鞋产业园和 1000 亩智
能家居产业园。

广安2个项目
在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主会场签约

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