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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度假·在米易”短视频大赛
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琳）拍！拍！拍！
拍出盛夏米易最美最清凉的模样，“清凉度假·
在米易”短视频大赛开始了！为全面展现米易县
以“全时、全龄、全域”理念打造康养度假目的地
的具体实践，在米易县“清凉度假·在米易（第二
季）”活动期间，由米易县委、县政府指导，四川
经济日报社主办的“清凉度假·在米易”短视频
大赛于6月25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

据悉，本次大赛要求参赛作品围绕“清凉度
假·在米易”的主题，展现出米易乡村振兴、县域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康养旅游等多方面风采。
参赛短视频要求时长不超过 2分钟，视频格式
仅限于MP4（H.264编码）、MOV、MPG格式，在
保证画质的前提下，文件大小控制在 500-
800M，不可超过 1G，画幅和帧速率最低要求
1080p、25fps，宽高比16:9，暂不接受竖屏。

同时，要求为原创作品，内容新颖，视角独
特，不带商业属性，不侵犯第三方权益。此外，视
频可以适当调整色彩饱和度、亮度和对比度，但
不得使用计算机进行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
彩、造型等技术处理。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20名，一等奖奖金千元
以上。大赛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月 3日 24
时，投稿时须附上作品简要说明及作者简介文
档，后附照片一张，投稿作品采用“作品名+作
者”方式命名。

大赛唯一指定投稿邮箱：7487633466@qq.
com。

对于科研院所而言，技术始终是最强劲的
竞争力。

成立于 1958年 5月的四川轻工业研究设计
院（以下简称轻工院），是四川省属轻工业综合
性应用开发型科研、设计单位。一个甲子的岁
月，给轻工院留下技术的宝藏——其食品、日
化、陶瓷、检验检测、技术评价等业务能力在西
南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名列前矛。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之于轻工院，创新技术
助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其永恒不变的方向。

如今的轻工院，作为一家高技术生产型服务
企业，不仅为我省上万家企业提供了检验检测、

技术评价、工程咨询、科研培训等技术性服务，也
为政府部门监督执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更
为老百姓的消费安全提供了坚实可信的保障。

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技术论英雄。轻工院
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四川轻工业发展的“服务
者”。砥砺前行一甲子，当前，轻工院正整合自身
技术优势，联合多方力量，倾力打造高标准的评
价体系，护航我省轻工业高质量发展。

坚守技术之根 化经验优势为创新动力

走进轻工院，对话数位科研人，每当记者问

到“轻工院的优势是什么？”的时候，总是能得到
同一个回答——技术。

这个曾在棚户区里搞过科研、在防空洞里
做过实验、靠过硬的技术挺过改制寒冬的老牌
科研院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跌宕与起伏，终究
不负时光——过去 60年，轻工院共完成各类科
研与新产品开发项目 107项，其中食品类 38项、
日用化工类 27项、陶瓷玻璃类 34项、仪器仪表
机电类8项；完成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工程咨询
设计、工程承包项目 560 余项，遍及 18 个省市；
荣获国家、部、省级科技攻关奖、科技进步奖 40
多项、各种科技发明奖、优秀新产品奖百余项
……

正如轻工院党委书记、院长黄明刚一贯强
调的那样，科研院所要不断创新技术，为产业服
好务。

顺应国家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大趋势，
2018年，轻工院的“四川省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特别完善和加强了卫生陶瓷的检测能力，
顺利成为四川省首家获得“水效标识检验检测
实验室”资质并能承担陶瓷坐便器的水效标识
检测的第三方检测室。

这是轻工院狠抓技术创新与研发的一个缩
影。

去年，轻工院积极响应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共申报10个项目，包括院所
成果转化项目 1项、重点研发项目 2项、应用基
础类项目3项、科技服务类项目1项等。今年，轻
工院技术创新的脚步依然稳步向前，更加注重
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

技术，是轻工院创立的初心，是破寒改制之
冬的信心，是服务四川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决
心。

加大培训力度 为行业输送技能型人才

5月，记者走进轻工院，正巧碰到该院在对
今年首批食品检验员进行培训。来自不同企业
的食品检验员，将在轻工院进行先进、规范的实
操技能培训。

“有的培训只是上大课、开讲座，轻工院不
一样，我们采用小班教学，扎根实验室，切实帮
助培训学员提高专业实操技能。”轻工院培训中
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轻工院培训的食
品检验员，回到所在企业后，能立即上岗，切实
解决企业技术问题。

记者了解到，2018年，轻工院共举办 2场食
品检验员培训，累计培训 95人、70余家企业。其
中第二场培训为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培训，与成
都市农业职业学校联合鉴定，解决了单位多年
来检验员培训资质鉴定的问题。

达则兼济天下。拥有过硬技术的轻工院，有
能力也有责任为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轻工
院在4月与眉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
眉山市白酒生产企业检验人员业务培训会，在11
月联合食品伙伴网举办了“食品标法大讲堂（成
都站）”。“这两次公益培训，是我站作为工信部食
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在食品行业
质量检测技术领域切实发挥指导、服务、引领的
示范作用。”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今年，轻工院将着力把其老牌检测机
构打造成更加系统专业权威的技术咨询机构，

“培训不再只是轻工院检测业务的附属，而应该
成为检测工作的伙伴，相辅相成。”黄明刚告诉
记者。 （下转3版）

四川经济日报广州电（记者 李珊）6月24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博会”）在
广州开幕。来自境外 38个国家（地区）的机构、
客商和国际组织前来参展，国内 37 个省（区、
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均组织企业集中展示。

今年中博会，我省由省政府组团，副省长
杨洪波担任团长。经济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市
场监管局共同牵头组织参展工作，来自全省
19 个市（州）的 72 家中小企业、机构以及部分
市（州）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等 200余人参
加博览会。

走进四川展馆，“专精特新”展区前就围了
不少外商来咨询洽谈业务。“我们公司长期坚
持技术和产品研发，这款超高压带中间迷宫的

串联式压缩机干气密封产品，也是我们公司自
主研发的产品之一……”在四川日机密封件股
份有限公司展位前，现场工作人员为前来咨询
的外商介绍本公司产品。

日机密封是首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之一，是中国最早开展密封技术研发的研
究单位之一，现今已成为中国流体密封行业内
创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强的企业之一，先后
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16项。该公司自主研
制的“核电站主泵油机械密封”等多项产品或
科技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主要技术指标达到
了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多个行业领域正
逐步取代进口产品，为国家重大装备的国产化
做出了贡献。

日机密封是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标杆”
企业之一，是我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典型之

一。今年1-4月，我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运
行保持良好态势，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步快
速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4%，比全国平均
增速高 4.2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9%，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13.8个百分点。亏损
面14.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9个百分点。

据统计，目前我省共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1549 户，高成长型中小企业达到 294 户，行业

“小巨人”企业17户，第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14户。

在此次中博会上，我省设立了几个特色展
区，在“专精特新”展区，分类设置了5个梯度培
育专题展区，精心组织了 10 户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0户我省行业“小巨人”企业和
高成长型中小企业、8户国家创业示范基地孵
化企业以及 9户四川省专精特新企业，以集中

展示我省深入推进制造强省建设，聚焦新旧动
能转换，实施“梯度培育、育苗壮杆”行动，引导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工作成效。在绿色食品专区，集中展现
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果和产业扶贫工作
成效。在创新服务展区，聚焦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分别组织国家级服务平台、省级服务平台
13家，技术转移机构4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
供商2家，综合性服务平台2家。

此外，中博会期间，我省将继续开展“四川
名优产品广东行”活动，重点依托食品饮料企
业，推广、宣传我省贫困地区的生态农业和绿
色食品产业，为贫困地区企业和帮助贫困地区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企业搭台。21家食品
饮料企业带来了数十个品种、上百件产品，全
部采取实物展销。

2019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走进四川

天府知识产权服务万企行启航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6月24日，
2019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四川站暨“天府
知识产权服务万企行”活动在成都拉开帷幕。副
省长李云泽出席启动会并致辞，国家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何志敏到会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

记者获悉，四川站是今年“万里行”活动的
第二站，包括成都、德阳、绵阳3个分站，设置15
场专题活动。启动仪式上，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四川原创认证保护中心正式启动。国
家知识产权局向成都高新区授予“国家知识产权
新经济示范园区”。会议发布了《四川电子信息产
业专利导航研究报告》《高价值专利培育标准》，
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分别与国家知识
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签订合作协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
协作四川中心分别与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
务平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据悉，我省在四川站活动期间，同步组织开
展了“天府知识产权服务万企行”活动。活动采
取“1+3”的方式，“1”，即省上开展启动会、主题
对话等活动；“3”，即成都市高新区和郫都区、德
阳、绵阳等地同步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展现机构改革后的新
变化新作为，充分发挥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
知识产权的组合效应。

我省推进“5+1”产业金融工作
今年力争工业融资规模增长10%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琳）为深入贯
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5+1”产业
金融体系建设的意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联合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加快推进“5+1”产业金
融工作，2019年力争以“5+1”产业为引领的工
业融资规模增长10%左右，积极构建与全省“5+
1”产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产业金融体系。

据悉，为优化“5+1”产业金融布局，我省引
导金融机构围绕“5+1”产业设立产业金融特色
机构、服务中心。定期发布“5+1”产业重点项目
名单，分产业、分区域组织金融精准对接。落实
省级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完善政府激励金融、金
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加大金融精准支持。

同时，鼓励金融创新，推广成都、绵阳国家
产融合作试点创新经验，推进泸州市、宜宾市等
10个省级产融合作试点创新发展。开展产业链
金融创新，实施应收账款融资甘泉行动计划。促
进要素交易市场创新，推进天府（四川）联合股
权交易中心“天府农业板”“青创板”等特色板块
顺利开板。创新多方合作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推
广“园保贷”贷款风险补偿模式。

在推进直接融资方面，落实鼓励直接融资奖
补政策，加大企业上市、挂牌梯度培育，做好科创
板后备企业推荐。加快建设企业兼并重组平台，
实施大企业大集团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奖补。推
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内
外发债。参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设立工作，
引导“5+1”产业优质项目积极对接国家基金。

此外，努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建设四川金
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缓解银企对接信息不对
称，完善“金融守信红名单企业”评选、更新、退出
机制，开展“小微企业融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金融惠万企”行动、“万家千亿”诚信小微企业融
资培育工程。完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坚
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

72家川企集中展示高质量发展成就

我省新型显示产业在穗签约10个项目

轻工院：做四川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服务者”

轻工院食品检验员培训

签约仪式现场

四川经济日报广州电 （记者 李珊 文/图）6月 24日，
在中博会开幕之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经济合
作局、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绵阳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了四川省新型显示产业投资推介会。四川省副省长杨
洪波出席会议并致辞。省政府副秘书长代永波、工信部电子
信息司电子基础处处长王威伟、四川省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陈文涛等出席了活动。

推介会现场，签署了5个项目合作协议，分别是京东方
科技集团与武汉精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伽玛调
试设备采购意向书》；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东
莞市平波电子有限公司签署《大、中尺寸智能终端一体机项
目》；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天津鑫利盛达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天津鑫利盛达京东方川渝地区配套项
目》；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星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签署《中长期（TFT-LCD模组）合作项目》；眉
山市仁寿县人民政府与广东金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光电产业园建设项目》。
此外，会议期间还成功签约5个项目，分别是绵阳京东

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FOF绑定机设备采购项目》；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与东莞东墨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高铝盖板原材料采购
框架合同》；仁寿县文林工业园区管委会与深圳市鑫富艺实
业有限公司签订《半导体电子基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捷智天成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中长期（TFT-LCD模组）合作项目》；四川长虹
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视源股份（CVTE）部件设计
和供应链服务集团签订《中长期（PCBA）合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