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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城市“颜值”，针对顺庆主城区许多
区域特色不明、功能不全、品质不高三大问题，
去年以来，顺庆区投入资金5亿元，启动14条城
市道路综合修复，37条背街小巷整治，34万平
方米建筑立面改造，完成 30公里路面整治、45
公里地下管网铺设、10万平方米街面绿化，城区
旧貌换新颜。

如今，行走在顺庆主城区的街头，黑色的沥
青砼路面平坦干净，色彩统一的建筑立面让人
眼前一亮，路旁的法国梧桐老树与新栽种的应
季花卉给街道增添生机活力……

欣欣向荣
高端产业聚集 打造工业“新引擎”

7月 14日，一辆载有 6000公里和泰光纤的
货车，从南充市顺庆区潆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出发，送往2600多公里以外的长春市。

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张广北
告诉记者，和泰光纤自5月正式投产以来，产品
已发往全国多地。“随着订单的增多，生产线也
将从现有的2条增至4条。”张广北说。

不远处，总投资 25 亿元的华讯方舟天谷·
南充智能信息产业园项目，建设正酣，预计明年
7月建成投产。产业园建成后，将重点打造以物
联网芯片、卫星高频头、太赫兹安防检测设备、
大数据配套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制造为核心业务
的、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一流智慧产业园
区。

潆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里，不仅有和泰光
纤、华讯方舟等“新鲜血液”，扎根顺庆多年的

“老朋友”，也在园区的土地上“老树发新芽”。
中国重汽集团南充海乐机械有限公司，去

年因为企业发展准备搬迁至成都。但几经思考，

最终还是选择继续扎根南充。“顺庆工业发展的
前景好，政府服务企业的诚意足。”该公司技术
部经理唐海宏告诉记者，因为“硬件”“软件”双
重原因，海乐机械最终选择继续扎根顺庆，并于
去年 10 月，将厂房搬至潆华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

老企业遇上新园区，立即产生了奇妙的“化
学反应”。

走进海乐机械新厂房，活塞杆自动化加工
线上，2个机械臂正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有
条不紊地工作。唐海宏说，“一条生产线，以前需
要近 10个人负责上件、转运、下件，现在只需 2
个人。加工时间也从之前的至少 10分钟，缩短
到现在的3分15秒。”

流通的智能化缩短了运输时间，生产的智
能化提高了产品精度。

唐海宏告诉记者，自动化生产线投入使用
后，产品误差控制在0.1毫米，节省了反工时间，
再次提升了生产效率。记者了解到，海乐机械搬
迁到新区之后，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升级，产
能提升2.5倍左右。

激活创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着力
培育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潆华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正逐渐成为顺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引领产
业结构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记者了解到，当前，产业园区面积突破 14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143户；成功孵化新兴企业
148家；培育发展民营企业、个体户近6万户，民
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3.8%。

据了解，今年以来，顺庆区坚持产城融合发
展，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发展思路，围绕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大
抓产业、抓大产业。和泰光纤一期建成投产，华
讯方舟、中科九微等项目开工建设，中国重汽海

乐基地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驭云航空、鑫派电
子、德尔博睿等高科技企业不断壮大。南充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全力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入驻企业达 143户，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5户，上半年累计完成工业经济增加值 44.2
亿元，同比增长7.9%。

从过去到现在，从无到有；从现在到未来，
从有到兴。园区开发的不仅是顺庆的新土地，更
是顺庆工业发展的新引擎。

记者了解到，今年，顺庆区以“巩固省级高
新区、争创国家级高新区”为目标，围绕项目争
引抓落实，争取更多项目挤进国家和省、市项目

“笼子”，进一步提升工业园区承载力，充分发挥
和泰光纤、中国重汽海乐基地等龙头带动作用，
加快产业链配套完善，探索建立网上工业园区
共享平台，有效提升各类市场资源的整合力度。

久久为功
宜居宜业宜人 创造温暖“新城市”

在顺庆，有一辆“幸福车”，连接着城乡居民
的心。

今年 4 月，南充市顺庆区首条县际公交线
路试运行。每天早上7时40分，公交车准时从城
北汽车客运站出发，途经潆溪、金台、芦溪、灯
台，到达终点站蓬安县正源镇红豆村。沿途设置
了 30余个停靠站，全程 45公里，用时 1小时 10
分，车费仅8元。

顺庆区交通局副局长夏易全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顺庆区先后在 3个涉农街道和 15个乡
镇开通了10条“幸福公交”线路，惠及农村群众
25万余人，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顺庆，有一顿“爱心餐”，温饱着农村孩子
的胃。

从今年5月1日起，顺庆区开始实施农村学
生免费午餐工程，按照每人每餐 10元、两荤两
素一汤的标准，免费为农村约 8000名学生提供
午餐。该工程被老百姓称赞为“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德政工程”。

为把农村学生免费午餐工程落实好，今年4
月，陈泽斌在主持召开教育科技和体育工作专
题会议时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全区学校食堂标
准化建设，确保 2019年 9月 1日前，全区所有农
村学校食堂建设达标，并全面投入使用。

在顺庆，有一种“暖心药”，救治着困难人群
的病。

近年来，顺庆区的健康扶贫工作持续开展。
记者了解到，去年，顺庆区免收贫困人口一般诊
疗费 5.4万余人次，为全区 13095名精准贫困户
代缴参保金235.71万元，确保贫困人口100% 参
保。同时，顺庆区去年还利用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救助103名精准贫困户，金额达69.57余万元。

……
民之所盼，政之所为。顺庆区政府部门各司

其职，让一个又一个惠民项目落到实处，目的只
有一个，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打造宜居宜业
宜人的优质城市。

今年，顺庆区深入实施重点城建项目 18
个，北湖公园、舞凤山公园、气象公园等城市公
园加快升级；西巷、清泉寺文化小镇等城市文旅
地标快速推进；北干道、西河路、府街、小东街等
城市道路纳入改造。始终聚焦 106 个年度重点
项目尤其是全区“10件大事”，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实现工作量、投资量、实物量“三量齐增”。

今日顺庆城，外观建设有成效、内部产业有
质量、核心为民有温度。一个有血有肉的顺庆，
正以前所未有的建设“力度”，在打造县域经济
强县的“道路”上，扬帆起航，只争朝夕！

（上接1版）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记者 张宇）昨日，记
者从绵阳市有关部门获悉，作为绵阳着力培育
打造的重点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产业，今年上
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01.4 亿元、同比增长
38.3%，其增幅位列绵阳六大重点产业之首。

据介绍，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方面，绵
阳一方面实施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小升规”企
业培育等计划，通过“一企一策”、发放“服务绿
卡”等措施，重点支持中科城环保、中邦节能玻
璃等企业成长为 10 亿元以上企业，围绕高效节
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细分领域，培育金

能移动能源等单项冠军企业，中科城环保、恒泰
环境等重点企业销售收入增幅均在 20%—40%
以上，1—6 月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5 户、总数达
66 户。同时，积极开展协同创新。建成国家烟气
脱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城市污水处理及
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6 个国省级创新
平台，联合中金公司、中科绵投、西南科技大学
等企业、科研机构成立节能环保（装备）产业联
盟，协同开展变频电机节能技术、高散热 LED
基板制造和封装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攻关，获
科技成果和发明专利 300 余项。中科城环保、恒

泰环境等企业在水处理、大（空）气净化、工业固
废处理方面技术达国内领先水平；中金公司在
废旧铜再制造领域国内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绵阳积极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围
绕工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资源综
合利用等领域，重点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
产业园、中科绵投循环经济产业基地等产业集
聚区，实施盈基 1×30MW 生物质发、新增新 D
变频 150 万台年产能电等项目，中科绵投餐厨、
污泥、医废处 等 13 个项目年内竣工投产，推
进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生产、

研发、应用全产业链发展。
另据介绍，近年来，绵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始终坚定走“绿色环
保、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推进全市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去年绵阳市节能环保产业
实现产值152.4亿元，同比增长31%。截至目前，
全市初步形成游仙区、江油市、经开区等节能环
保产业集聚发展区，拥有中金公司、中科城环保
等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较高知名度的骨干企
业，逐步构建跨领域、跨行业、多种经济形式并
存的产业发展格局。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何羽佳 实习生
刘奕成 文/图）针对乡镇快递二次收费乱象，
8月 13日上午，四川省消委会联合省市场监
管局、省邮政管理局召开约谈会，对申通、中
通、圆通、韵达 4家快递公司进行了约谈。会
上，明确要求停止快递取件二次收费，切实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尽快建立乡镇快递持续
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约谈会上，四川省消委会相关负责人通
报了乡镇取件二次收费调查调研发现的问
题，并发布了社会监督意见。省消委会法律顾
问从法律的角度对取件二次收费的违法性质
进行了评析。四川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
查处相关负责人对《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行为规定》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宣
讲。

会议要求，各快递企业要正视问题，积极
整改，杜绝违规收费现象。同时，要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调整经营理念，不断完善盈利模
式，加强内部管理，监督所属分支机构及其末
端网点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充分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对省消委会调查报告反映的违规
收费问题，企业应及时制定整改措施，8月22
日前将书面的整改意见报送省消委会。

自贡自流井区
131个重大项目建设“再提速”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尚永高 记者 陈家
明）近日，记者从自贡市自流井区有关部门获悉，
今年自贡市自流井区实施131个项目，总投资584
亿元。已经开工建设的西南农商（国际）物流港、蓝
城春风桃源、釜溪河历史文化长廊、自流井老街旅
游文化产业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截至目前，
已超额完成下达的目标任务。

超前谋划。自流井区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实施
重点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工作部署，鲜
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导向，着力优化产业结构，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2019年实施项目131个，总投
资58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29亿元。其中29个项
目纳入市级重大项目计划，市级项目个数、投资总
量位居全市区县前列。

务实推进。出台自流井区特别重大项目推进
机制，制定“清单制+责任制”。聚焦攻坚克难10大
事项、30个重点项目，逐一细化分解，明确责任领
导、责任单位、项目业主、年度投资、形象进度、时
间节点，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建立“项目进行时”，
实行周通报、月考核。1-6月，新开工项目33个，完
成年度投资67亿元。

重点保障。通过完善用地指标管理分配机
制、节约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措施重点保障传化
物流、新国田园综合体等重大项目供地。同时，深
化“放管服”改革，全媒公示“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目录，企业备案事项实现全程网
办，工程建设项目平均审批时限压减至 7个工作
日内。

前7月巴中通信扶贫成效显著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记者 何菊）昨日，记
者从巴中市获悉，今年来，巴中全市通信扶贫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通信扶贫专项目标
任务是建设农村 4G 基站 298 个，截至 7 月底，
4G 基站建设进场施工站点 289 个，完工 196
个，其中巴州区完工 39 个，恩阳区完工 29 个，
南江县完工 59个，平昌县完工21个，通江县完
工48个。

据悉，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加快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巴中坚
持精准解决农村贫困地区通信难的突出问题，
着力改善民生，夯实发展基础。

巴中恩阳区经信局
三举措支持企业做大规模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杨长春 记者 何菊）为
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对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
有关工作部署，今年来，巴中市恩阳区经信局积极
推出三大举措，因企制宜，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促
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培育规上企业。指导企业做好规范财务、统计
等基础工作，力争每季度都有一批企业进规入统。
强化新建投产企业要素保障，促进其尽快投产达
产，推动老企业产能释放或转产转型，扩大产销规
模。截至目前，全区规上工业企业42家，年培育规
上企业5家以上。

培育特色企业。以“专、精、特、新”为方向，实
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加快推动“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建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鼓励方
圆科技、富皇家具等10余家龙头企业通过固定供
销合同、股份制合作等方式带动发展。

培育上市企业。筛选好彩头、胡婆婆2家主业
突出、市场占有率高、创新能力强、综合效益好、带
动作用大的优势骨干企业，在要素供给、金融支
持、财政奖补、项目审批等方面实行“一企一策”，
促其带头发展、带动发展，用好贫困地区 IPO绿色
通道，加快上市步伐。

宜宾翠屏区
力争到2021年民企超13000户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胡雪 记者 杨波）8月
13日，记者从宜宾市翠屏区行政审批和非公经济
发展局获悉，近日，宜宾市翠屏区出台进一步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30条举措，持续推动翠屏区民
营经济超常规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1年，全区
民营企业达到13000户以上。

《意见》从建设一流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缓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支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加强民营
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支持
民营企业开放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九
个方面制定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督促引导、服
务保障、落地落细等四个方面强化组织保障。力求
从各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支持保障，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快速发展。

《意见》明确，区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民营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推动符合条件的区属民营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其他促进全区民营经济
发展的相关工作；引进高层次人才项目时，向民营
企业重点倾斜；对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
分类指导，杜绝“一刀切”；积极推进开展跨部门联
合抽查等。

据翠屏区行政审批和非公经济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翠屏区力争到 2021年，全区民营企业
达到13000户以上，年均新增1000户以上，全区民
营经济增加值实现 51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 47. 5%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达到55%以上。

2019中国（广元）女儿节
万人相亲大会向你发出邀请函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记者 侯东）近日，记者
获悉，2019中国（广元）女儿节“相约广元·情定昭
化”万人相亲大会即将甜蜜起航。

据了解，活动时间为 8 月 17 日-9 月 1 日，广
元市昭化区平乐旅游区、柏林古镇、昭化古城，
活动中，将通过你来自哪颗星？你来比划我来
猜、我和你的抖音、泳池夺玫瑰、泳池约会、寻找
爱情岛、爱情接力赛、且慢烧烤派对、古镇闯
关+我和你的抖音、心有千千结、长桌宴、古城
寻宝比赛、爱情讲堂、为爱祈福、篝火晚会等活
动来相识相知。届时参加活动的人员将获得相
应的奖品。

建成16个国省级创新平台，获得科技成果和发明专利300余项——

绵阳坚持创新引领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发展

约谈“三通一达”
省消委会要求停止快递取件二次收费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琳 实习记
者 刘佩佩）在天气好的时候，成都市民可
以享受“西岭千秋雪”的盛景。而随着气候
变化，可能西岭依旧，雪山消融。8 月 13 日，
记者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局获悉，目前，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工作培训班已在

成都开班。四川生态环境系统相关工作人
员将参加 23 位专家、学者开展的 26 个培训
课程。

此次培训班旨在提升生态环境系统工
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支持。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

赵乐晨在开班仪式上说，全省生态环境系
统要把节能降碳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按照紧盯一个约
束性目标、夯实两项基础工作、围绕三项专
项工、统筹推动四项重点领域等举措统筹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自贡自流井区力保
1193户贫困户达标不返贫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董慧 记者 陈家
明）2019 年是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年，按照
中央和省市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决策部署
和有关要求，自贡市自流井区紧盯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多措并举确保全区 1193 户、
3460名贫困人口稳定达到“一超”“两不愁三保
障”“户三有”的标准。

强化问题整改。该区已于 6月 30日前全面
完成中央层面指出的5类8个问题、省级层面指
出的3类4个问题和自查发现的档案资料、健康
扶贫、金融扶贫、低保、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13
个问题的整改，并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
看”，确保了所有问题整改彻底、不回潮。

规范资金使用。落实扶贫专项资金1864万
元，较上年增幅 14.8%，安排小微产业项目资金
157万元，拟实施360个小微产业项目，安排小微
基建项目资金292.9万元，拟实施项目643个。

实施“两大”行动。一是精准帮扶“大走访”
行动，对全区11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地毯
式走访，掌握政策落实和精准帮扶情况，核实

“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二是“两不愁三保
障”回头看大排查行动，制定《自流井区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回看大排查工作方案》，共组
建入户排查小组43个，参与大排查工作304人，
对全区11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84户易地扶贫
搬迁户“一超”“两不愁三保障”“户三有”情况
和66户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进行走访排查，
完成 2482份问卷调查。全区共排查出“两不愁
三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 161 个，一般性问题
829 个，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存在问题 160
个。目前，已立查立改问题527个，正在整改235
个，正在研究整改措施388个。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工作培训班开班

约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