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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顺庆区：县域经济“领头雁”的“力”与“道”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小星 唐千惠 李国富

在 7月 20日举行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
上，南充市顺庆区荣获县域经济发展进步县。

进步体现在哪里？进步体现在旧城改造成
效显著、新城建设如火如荼；体现在产业发展质
量提高、社会经济稳步增长；体现在民生工程实
实在在、百姓幸福指数与日俱增——今年上半
年，顺庆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4.3 亿元，同比
增长8.9%。

解码顺庆进步的“秘诀”，“力”和“道”是两
个绕不开的关键字。

大刀阔斧倾其“力”，城市发展多点推进，各
类建设日新月异。

今年以来，顺庆区按照城市向北、产业向
北、交通向北、配套向北的发展路径，坚持都市
东线、产业中线、田园西线“三箭齐发”，统筹推
进荆溪片区、潆溪片区、搬罾片区“三片联动”，
四川电影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入驻“大学城”，南
高北部新城校区开工建设，潆华大道延长线、高
新技术产业园主干道等加快推进，高铁商务区
功能日益完善，双子塔、奥宇望和啤酒小镇等商
业综合体有序推进，顺庆新的发展版图正加速
形成。

“新城新区建设务必坚持高点起步、多规合
一、适度超前原则，以规划引领未来，打造主城
功能核心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宜居宜业示范
区。”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对顺庆区未来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
在今年 1月召开的的中共南充市顺庆区第

六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顺庆区委书记
陈泽斌更是用“敢挑重担、敢为人先、敢创一
流”，表明了当前顺庆争创县域经济发展强县的
决心与力度。

举目长远有其“道”。当前，顺庆坚持“主城
功能核心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宜居宜业示范
区”发展定位，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项目推
动、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环境打造等关键领域
持续发力，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如今，顺庆正以南充县域经济“领头雁”的
姿态，为南充建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副
中心，注入强劲动力！

生生不息
改老城拓新区 绘就城市“新蓝图”

站在南充市西山风景区的山顶，顺庆区主
城区尽收眼底。

顺庆区域版图呈扇形，老城区地处扇形下
方，东、南临水，西接西山，唯有北方一片开阔。
顺庆北部，如同上天预留给顺庆的一副空白画
卷，静待其添绘斑斓色彩。

走进位于顺庆北部新城的搬罾镇干堰塘
村，种植大户董文斌看着自家葡萄种植基地满

满的挂果，笑得合不拢嘴。一直以来，基地的收
入来源主要靠游客现场采摘，而今年，不远处施
工正酣的柳树垭隧道，让前来基地的游客出入
受到了不小阻碍。但记者在董文斌脸上，看不到
一点担心。

“这只是短暂的影响，未来交通便利了，游
客增多了，葡萄基地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董文
斌告诉记者，自己计划在顺庆北部新城寻觅一块
500亩的土地，“打造一个南充市独一无二的农业
教育基地。”给予董文斌梦想的信心，是经营葡萄
基地的经验，更是顺庆城市北拓、大学城开建、顺
蓬营公路穿境而过的城市发展巨大潜力。

新城建设让董文斌有了新梦想，如今，随着
城市建设的推进，董文斌的梦想正逐渐成为现
实。

“顺庆的未来在城北、希望在城北、活力在
城北，城市北上势在必行。”陈泽斌一语道破顺
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事实上，细看顺庆区近
年来城市北部的规划蓝图，城市布局已初具雏
形，各区域功能划分明显。

现代都市东线——以嘉陵江、府荆大道、蓬
营公路为轴，沿江开发、新城建设。如今，南充高
中新校区落户荆溪，四川电影学院入驻搬罾大
学城，城市建设活力满满。

产业发展中线——以国道212线、潆华大道
延长线、潆新线为轴，现代商贸、新兴工业。和泰

光纤顺利投产，中科九微、华讯方舟开工建设，
工业集中区成功晋级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产
业发展亮点频频。

山水田园西线——以西山、西河、青龙山为
轴，休闲娱乐、近郊旅游。驾车驶过西线，满目的
绿色，满肺的清新，田园西河、七坪寨等景区风
光旖旎、绿色生态，年吸纳游客超过百万人次。
如同绿色亮眼的“翡翠”，点缀着南充乃至整个
川东北地区，农旅融合生机勃勃。

不负上天恩赐、不负人民期盼。132平方公
里新城空间，自东向西三条初具雏形的线路，划
分出的“城区、园区、景区”三大新城功能区，勾
勒出顺庆北上之路的宏伟蓝图。

发展，无疑是一个“求新”的过程，但一路向
北奔跑的顺庆，却始终不忘“回头看”主城区的
根。基础薄弱、业态陈旧，负荷沉重，顺庆老城日
显疲态。于是，在大力拓展新城的同时，顺庆选
择投入巨资，旧城改造风生水起。

7月 11日，位于白土坝片区的正兴街“断头
路”正式打通。曾经对群众出行造成困扰的“烂
路”，已成为通行无阻、干净整洁的新路。截至目
前，顺庆区已打通了铁明路、栋梁路、大祥街、坤
元街、正兴街等多条“断头路”，凤鸣路延长线等
3条“断头路”正在施工中。

“断头路”改造，只是顺庆主城区改造的一
个缩影。 （下转2版）

前一段时间，正是桃李上市的旺季。简阳市
武庙乡青山村 5组村民郑泽兰通过电商发布了
甜李成熟的消息，很快就引来了收购商，一部分
甜李还通过空运远销上海、北京等地。她已出售
了两批甜李。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简阳市以国家
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改革为契
机，积极探索“农村+互联网”模式，不断完善“县、
乡、村”农村电商应用服务体系，有力推动了现代
农业向4.0版升级。简阳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有关
工作人员表示，电商在与农村的深度对接中，农村
的优势资源被发现、被规范，同时也为他们下一步
做强做大，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与支持，为简阳的农
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色。

嗨——
直播销售农产品

“什么时候发货呢？”“我们会根据当天订单
量发货”“桃子脆不脆甜不甜？”“桃子又脆又
甜。”近日，记者走进普安乡安全村6组，这里，简
阳慧农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在用淘宝直播App直
播桃子销售，该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坐在分拣好
的桃子旁边，紧盯着直播手机屏幕上的变化，并

及时回答观看直播的用户的问题。
一部手机，一个手机支架，形成了一个简易

直播间。手机屏幕中正对着精心挑选的水蜜脆
桃，颜色粉红，个头大，直播价格为 5斤 39.9元，
16枚装，每一枚 3两重左右。来到合作社办公室
里面，还有一台电脑在同步直播，画面则是桌子
上4两重左右的桃子。

该合作社负责人尹德海告诉记者，这样的
直播从4月中下旬就开始了，从桃树刚挂果就通
过直播的方式进行预售。一直到现在，每天直播
最少4个小时，最多10个小时。从田间地头桃树
挂果到农民采摘桃子分拣包装桃子，整个过程
全部直播，让用户真正感受到桃子的生长环境、
桃子的采摘到分拣包装整个过程。

5月中旬，普安乡水蜜桃陆续成熟，但不同
桃树挂果的时间不一，普安乡挂果的水蜜桃产
量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合作社当时直播订单
量。“直播效果好的时候，一天订单量达到 700
斤，5月底，普安乡就没有足够的桃子了。”面对
直播订单量增加，批发商们的需求量增加，尹德
海开始补充货源。

充足的货源，让淘宝直播的订单猛增，按照
平台统计的数据，近 3 个月的订单量超过 6000
份，且订单还在增加。仅5月份直播平台的订单量

就超过 4000份，最高浏览量达到 15000人次。淘
宝直播是该合作社通过网销的最主要方式，直播
以来，收获了47000多粉丝。除此之外，合作社也
在火山、抖音、快手等流行短视频上展示桃子。

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桃子放在网上卖，不仅
仅是走量，更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展现桃子的
优质品质，获得信得过的口碑，打通长期电商销
售桃子的渠道。“今年刚卖桃子，很多村民对桃
子的分拣并不熟悉，桃子到达直播用户手中出
现了一些质量问题，比如因为软硬程度影响了
桃子的口感。”尹德海说，面对用户的反馈，合作
社及时反思，组织村民对桃子的分拣包装流程
进行培训，“除了桃子本身的质量，电商销售桃
子的整个过程我们都要负责，确保优质的电商
农产品。”尹德海说。

欢——
网销催生创业新方式

2016年底，蒋学军辞职回到踏水镇大兴村，成
为一名返乡创业者。他发现了养殖跑山鸡的市场，
同时，他想把源自农村产自农村的土鸡、土鸭等正
宗土特产搬到城市的餐桌上，让扎根在城市的人能
买到正宗的土特产也能看到农村的良好生态环境。

蒋学军创办了养殖农场，专门养殖跑山鸡，
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收入基本实现了稳定。今
年，他调整了养殖策略，把原来鸡苗购买批次增
加，总数量不变，确保跑山鸡上市时货物充足。
同时，他也作为一个收购商，收购周边村的农产
品，帮助村民增加收入。

为了打响农产品的品牌，他打算通过互联
网的形式把这些生态绿色的食品推广出去。蒋
学军与专门做农村电商的朋友沟通，参加农村
电商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电商经验。“农村电商
不仅仅是搭建网络平台或者入驻淘宝、京东等
平台，通过吸纳流量，单纯卖出自己的产品，有
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像我这样刚创业
的人，更应该在学习了解农村电商的各方面内
容后再做决定。”蒋学军认为。

4月25日至28日，2019年成都农博会。作为
成都市博览局的帮扶单位，踏水镇单独获得一
个展区，展示乡村特色农产品。蒋学军以此为契
机，创建了个人公众号“升健农场”，向前来了解
跑山鸡、土鸡、土鸭、土鸡蛋等农产品的人推荐。
从农博会回来，他又以免费送鸡蛋的名义让意
向客户关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建立微信群，
定期搞活动联系客户，逐步推广店铺。

（下转3版）

初秋时节，广安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广旱育秧和抛秧技术，全市190多万亩优质水稻相继成熟，即将开镰收割。金黄色的稻谷，把山村点
缀得美丽如画。图为航拍的广安市岳池县临溪镇龙滩子村。

邱海鹰 摄影报道

农业“触网” 简阳特色农产品轻松走天下

广安：稻谷翻金浪山村美如画
四川省银行业协会表彰36家
履行社会责任先进单位

四川经济日报讯 8月 13日，《四川银行业
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在成都正式发布，同时对36
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这也是
四川省银行业协会连续七年公开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连续六年对履行社会责任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会上，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第八届会长葛春
尧发布了《四川银行业 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相关情况。四川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程铿表示，
开展社会责任评选、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在树立
四川银行业可信赖、有责任的良好形象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全省银行业机构要主动履行社
会责任，按照国家大政方针和全省重大战略实
施要求，优质高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
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最基础、最重大的社
会责任，坚持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银行业最根
本、最核心的社会责任，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
营理念，创新改进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
个性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激励和引领四川银行业不断深化社会责
任理念，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四川省银行业协
会组织开展了2018年度四川银行业履行社会责
任先进评选活动。经组织动员、会员申报、川银协
初评、专家评议、公众投票、理事会审议表决，国
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等36家单位荣获2018年
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奖等奖项。 （卢薇）

我省生活垃圾分类方案
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昨日，四川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官网发布了《四川省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时间为 5个
工作日(2019年8月12日-16日)。

《征求意见稿》提出，四川省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以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其他垃
圾为基本类型，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努力提
高可回收物和餐厨垃圾的单独投放比例，逐步
降低其他垃圾占比。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了垃圾分类工作推进
时间表：

到 2020年，成都、德阳、广元 3个国家重点
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其他地级城市的
公共机构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和收
集设施全覆盖，至少有 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其中攀枝花、泸州、绵阳、遂
宁 4个省级示范城市要初步形成党建引领、宣
传发动、体系建设等经验做法。

到2022年，成都、德阳、广元不断巩固提升生
活垃圾分类成果，形成一批示范片区。攀枝花、泸
州、绵阳、遂宁的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主体和收集设施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
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到2025年，全省1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
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县级城市、乡镇和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成效，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显著提高。

第三届文化旅游新技术应用会9月启幕

展示最新智慧文旅技术应用产品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琳）记者昨日从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四川省第三届文化
旅游新技术应用大会将于 2019年 9月 2日至 9
月4日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

据悉，本次大会以“新技术、新体验、新发
展”为主题，会上将举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指南》及标准的发布,四川文化旅
游新技术孵化（产业）园授牌、开园、签约仪式，新
技术应用场景展，并邀请云计算、5G+、AI技术、
VR技术等相关领域嘉宾进行新技术应用助推
文旅高质量发展主题对话会等各项分支活动。

据了解，为了突出新技术的运用，此次会议
将一改传统会议的模式，全程采用自助签到、人
脸识别、5G直播、智能引导等新技术应用。届时
现场还将展示最新智慧文旅技术应用产品，包
括最新票务系统及闸机管理、全域旅游资源数
据库、3DVR、AI机器人、VR全景设备、北斗智
游星、“5G+智慧文旅+新媒体”直播等智慧文
旅产品，让与会嘉宾及观众可以亲身体验新技
术为文化旅游产业带来的新变革。

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地，北川正着力发展
文旅新技术应用，制定了“通航产业园”融合发
展为主体，以旅游信息化和旅游智能化为两翼
的“一体两翼”发展规划。突出以通用机场为主
体，通用航空研发制造、通用航空运营培训三大
板块布局，以航空旅游、航空运动、航空赛事为
切入点，通过传播通航文化、营造通航氛围，形
成通航人气集聚，逐步发展并形成航空研发制
造、通航运营服务和航空运动旅游等。

“今年我省将全力推动‘智游天府’平台建
设，该平台将在今年内全面实现上线运行。”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
正加快完善智慧旅游咨询服务体验中心等公共
服务设施，正在加快建设旅游产业大数据平台，
已形成了以服务游客为核心的智慧旅游体系。

今年前7个月
我省外贸进出口增长19%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成都海关
8月 13日发布，今年前 7个月，四川省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为361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 19%，远高于同期全国 4.2%的整体进出口增
幅。其中，出口2037亿元，增长23.2%，远高于同
期全国6.7%的整体出口增幅；进口1579亿元，增
长14%，远高于同期全国1.3%的整体进口增幅。

以美元计价，1—7月四川实现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531.7亿美元，增长 12.1%。其中，出口
299.4 亿美元，增长 16%；进口 232.3 亿美元，增
长7.5%。

据成都海关分析，1—7月，成都高新综保
区进出口 2325.2亿元，在全国综保区中排名第
一，增长 28.6%，占 64.3%。其中出口 1273.7 亿
元，增长29%；进口1051.5亿元，增长28.2%。

1—7 月，四川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2222.6亿元，增长 28.2%，占同期四川外贸总值
的（下同）61.5%，比去年同期提升 4.4 个百分
点。1—7月，四川对美国进出口 859.8亿元，增
长 8.9%，占 23.8%，比去年同期下降 2.2 个百分
点；对东盟进出口 693.7 亿元，增长 21.8%，占
19.2%，比去年同期增长0.4个百分点；对欧盟进
出口 675.7 亿元，增长 46.8%，占 18.7%，比去年
同期增长3.5个百分点。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983.1亿元，增长13.5%，占27.2%。

成都保持“领头羊”地位，1—7月，成都实
现进出口值3120.7亿元，增长21%，占86.3%。川
南、川东部分市州增速大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
其中，雅安增长 1 倍、遂宁增长 51%、广安增长
45%。同期，四川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 825.6 亿
元，增长 33.5%，占 22.8%，比去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分点，发展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实现进
出口2466.4亿元，增长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