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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20年退耕还林近4000万亩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黄晓庆 实习记
者 梁鹏）20 多年过去，
一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
一片片劣土长出了“金银”。9 月 10 日，四川全省
退耕还林还草 20 周年工作总结会在成都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 1999 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启
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
至今，
全川退耕还林还草
总规模 3993.83 万亩，
总数位居全国第三位。
20 年来，全省累计落实中央财政 534.6 亿
元、省财政 24.06 亿元，完成前一轮退耕还林
1336.4 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263 万亩、巩
固 成 果 新 建 产 业 基 地 748.1 万 亩 、荒 山 造 林
1428.83 万亩、封山育林 217.5 万亩，涉及 21 个
市（州）178 个 县（市 、区），惠 及 648.1 万 农 户
2323.6 万农业人口。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成为
我省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群众参与度
最高的重大生态工程，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

四川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资阳片区上线

我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不断改善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9 月 10 日，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四川民生经济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
距不断缩小，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农村贫困人口
从 2012 年末的 724 万人减少至 2018 年末的 98 万
人，累计减少 626 万人，为全省如期实现脱贫目
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实现持续较快增长。2014-2018 年，四川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分

别为 12.9%、12.3%、10.5%、10.9%、11.0%，年均名
义增长 11.2 %，增速比全省农村平均水平高 1.9
个百分点,比全国贫困地区平均水平高 0.3 个百
分点。
近年来，四川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速每年都显著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
速，因此，全省贫困地区与全省农民收入水平的
差距呈逐年缩小态势。2018 年，全省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全省农民收入平均
水平的 81.3%，比 2012 年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大幅缩小。

报告提出，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的 质 和 量 来 看 ，新 十 年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实 施 前
期，2012-2014 年四川贫困地区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加达到 861 元。实施精准扶贫后，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最好的时期。2015-2018 年贫困地区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加 达 到 936.5
元，特别是 2018 年人均增收超过了 1000 元，达
到 1078 元。收入总量持续增大，收入结构也不
断优化，呈现工资性收入平稳增长、经营净收
入占比最大、财产性收入数量较小、转移净收

“2019 中国（成都）
·新西兰经
贸交流会”在成都举行

揽金 374 亿元 成都企业迪拜受欢迎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张萍 实习记者
梁鹏）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成都市
总商会、新西兰中国商会联合主办的“2019 中
国（成都）
·新西兰经贸交流会”在成都举行。
交流会上，55 家新西兰机构、企业、行业协会
在食品、教育、旅游等方面与成都的企业展开
对接。
成都市副市长牛清报在会上表示，2019 年
是“中国—新西兰旅游年”，旅游是成都与新西
兰合作的重要领域，
是两地人民相互了解、增进
友谊的重要途径，
对双方挖掘合作潜力、促进人
文交流、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举办‘2019 中国（成都）
·新西兰经贸交流会’，
正是希望新西兰各界友人与我们一道，
借助‘中
新旅游年’契机，依托成都奥克兰直航，深化成
都与新西兰的友好往来，全面加强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共同建立互学互鉴、和谐共生的开放体
系。”新西兰驻成都总领事黄桥表示，希望新西
兰企业家们通过此次交流会更了解成都，并且
收获满满。
会上，成都市投促局副局长何丽对成都投
促环境进行了推介，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
席执行官汤继强对中国宏观经济概况进行了分
析和解读，The solution 咨询公司创始人杰瑞·
克洛德作了“成都消费者与新西兰企业的天作
之合——为什么四川与新西兰有着天然纽带并
且未来充满商机”
的主旨演讲。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 （记者 汤斌）9 月 10
日，
“四川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资阳片区
正式上线运行。
“四川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是四川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子平台，实现与公安部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是四川省一站
式“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的窗口。平台共分
“个人服务、法人服务、权责清单、便民服务、
12345 在线、政务服务、用户中心”七大版块，群
众可在对应的版块中办证办照、办理行政审批、
业务查询和向公安机关咨询、建议、投诉等。
目前，
“四川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资
阳片区共开通了治安、交警、出入境、禁毒、网安
五大类业务，有市级 89 项、县级 107 项业务纳入
了网上平台，事项清单可登录资阳市公安局门
户网站警务公开栏查看，并全部实现了网上预
约、网上预审和提供办事指南。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深化改革，力争通过互联网为群众提供
更多、更高效、更便捷的办事服务。

1 至 8 月甘孜民族工艺美术业
产值增长 51%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杨忠林 记者 杨
琦）9 月 10 日，记者从甘孜州经信局获悉，今年
1—8 月份，甘孜州民族工艺美术业实现产值
1.43 亿元，同比增长 51%，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2%。民族工艺美术业已成甘孜州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今年，甘孜州重点打造以白玉河坡为龙头
的民族手工艺品加工业，引进旅游产业开发公
司整合民间手工技艺资源，启动白玉县河坡民
族手工艺文化街、游客接待中心、演艺中心建设
项目。
加快推进炉霍唐卡、丹巴刺绣、道孚雕刻、
石渠民族服饰等重点工艺美术品开发力度。
据了解，
甘孜州文化底蕴深厚独特，
噶玛嘎
孜画派、格萨尔彩给、阿西土陶等 8 种技艺已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族工艺
美术产品种类众多，
以炉霍郎卡杰唐卡、石渠石
刻、白玉刀具等为代表的民族不断发展，
朝精品
化、实用化、专业化拓展和延伸；同时产品具有
简炼、纯朴、自然等特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
将当代设计与传统艺术相整合，
加快新技
术、新材料在新产品的运用。

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成立
会场外，
成都美食受到当地人青睐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琳 易陟）伴
随着一部表现迪拜和成都城市友谊的原创音
乐宣传片的播放，阿联酋迪拜当地时间 8 日，
2019 成都-迪拜城市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迪拜
举行。此次会上，网来云商环球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西南总部、成都世博未来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 8 家成都企业分别与迪拜 6 家企业现
场签署合作协议，
投资合作金额达 374 亿元。
“包括迪拜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 Mall 在
内，不少嘉宾对于我们的产品表现出了极大
的兴趣。”成都 XGIMI 技术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迪拜的推介让他们更加明确这里是
有着清晰明确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伴随着自

身“走出去”的快速扩张，探索新的市场也是
计划之中，
“希望在这里寻找优质的合作经销
商，通过具体展示的方式先让更多人了解我
们，进而培养市场，深挖企业和产品的品牌附
加值的同时扩大市场份额。
”
此外，记者了解到，同样在欧洲拓展市场
并广受欢迎的成都女鞋 Sheme 和成都 XGIMI
技术等企业都将与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迪
拜 Mall 进行深度沟通，
力争入驻机会。
据悉，成都与迪拜经贸合作源远流长。从
2011 年成都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到 2016 年成都与迪拜实现
直航，再到今年 7 月，成都与迪拜又签约了空

港未来城，一个神奇诱人的文旅项目将在成
都展现。
据了解，成都与迪拜同为两国重要的经
贸、交通、科技、旅游中心，两座城市的发展规
划高度互补。近年来，成都、迪拜交往密切，不
少成都企业落户迪拜，也为加快中国企业走
出去步伐、扩大中国企业国际影响力发挥了
重要作用。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期
盼未来与迪拜在高端商业、高新技术、金融服
务、商贸物流、航空旅游等领域达成战略投资
合作，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环保等领域
加强交流，
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两地市民。

宜宾第二届农民工技能大赛落幕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陈建 记者 杨波）
9 月 8 日，宜宾市第二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在宜宾
工业职业技能学校隆重开赛，89 名来自全市各
县区的农民工朋友参加比赛。
获得每个赛项（工
种）第一名选手将代表宜宾市参加四川省第七
届农民工技能大赛。
此次大赛设工具钳工、钢筋工、数控车工、
汽车修理工、中式烹调师、家政服务员、美发、电
子商务等 8 个比赛项目（工种）。比赛采取现场
实际操作考评方式举行，
经过激情角逐，
翠屏区
蒋谢、陈显华、王东分获大赛电子商务、工具钳
工、美发赛项一等奖，南溪区高福娟、毛源分获
家政服务、汽车修理工一等奖，
叙州区胡安松获
数控车工一等奖，
江安县曾学海、黄永兴分获钢
筋工、中式烹调师一等奖。

成都城市地下空间
将建起三维地质模型
四川经济日报讯 （周江陵 记者 杜静 实
习记者 刘慕秋）9 月 8 日，记者从四川省地矿局
了解到，该局物探队的工作人员正利用二维地
震反射技术对成都市整个主城区共 670 平方千
米的地下地质进行勘查数据采集，这将为摸清
成都市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建设成都市城市地
下空间三维地质结构模型
“打下”
基础。
据了解，成都市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地质调
查项目从 2018 年 7 月开始，物探队工作人员对
成都市中心城区共 670 平方千米和成都国际生
物城（44 平方千米）的地下地质进行物探勘查
数据采集，目前已完成地震野外数据采集 238
千米，
占总工作量 86％。
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副总工程师武斌说，
此次调查工作将摸清城市地下空间资源，为建
立 0-300 米三维地质结构和构造格架，以及建
立中心城区不同地质条件物性参数体系，支撑
三维地质模型建设，评价地下空间分层开发利
用地质适宜性和地下空间开发土石方堆放场地
适宜性提供可靠支撑。

入增长迅速等特点。
近年来，四川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不断优化，生存型消费人均支出占比进一步缩
小，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2018 年，吃、穿、住
等生存型消费人均支出 6386 元，占比为 66.2%，
比 2015 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的 食 品 烟 酒 消 费 支 出 比 重（恩 格 尔 系 数）为
41.0%，比 2015 年下降 4.8 个百分点；教育、交通
通信、医疗保健等发展型生活消费支出 2388 元，
占生活消费支出的 24.7%，比 2015 年提高 2.5 个
百分点。

（上接 1 版）

自贡高新：
打造千亿研发智造型园区 为转型升级点燃主引擎
巩固传统产业，
兼顾培育新兴产业，
自贡高
新区正在实现“新”
“旧”动能转化，
推进“双轮驱
动”同频共振协同发展。
近年来，自贡高新区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重点围绕节能环保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
技术、航空与燃机、生物医药等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
去年，自贡高新区成功引进“集成电路用
8/12 寸硅片产品项目”等 1 亿元以上项目 50 个，
总投资超 300 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园已签约入
驻项目 30 余个，朗星达新能源动力电池等 12 个
项目竣工投产，
正在建设项目 12 个。
在全力推进综合保税区打造中，高新区
已集聚外贸型企业 10 家以上。积极引进下游
配套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形成以“金属新材
料”为重点，
“ 新型碳材料+橡塑材料+电子信
息材料”为支撑的“一主三副”的新材料产业
发展格局。
以安益生物、盛世锦荣等企业为依托，以
“生物科技产业园”建设为重点，高新区大力发
展现代中药、保健品等产业领域，加快肌醇、谷
胱甘肽等医药中间体的产业化。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现代产业体系
下，项目建设也迎来稳健发展。今年 1-7 月，高
新区新签约 1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2 个(工业项
目 26 个)，签约总金额 166.2 亿元。其中，新签约
10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签约总金额 140 亿元，
新签约 1 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项目 21 个、签约
总金额 26.2 亿元。
另外，
高新区还积极跟踪广州希森美克、深
圳伟基电子等 10 余户重点目标企业，其中智能
商标、玻璃金刚石纳米涂层等 3 个项目进入实
质性谈判阶段。

D6 飞机研发中心等“五院一所”科研机构；依托
浙大自贡创新中心、四川轻化工大学科技园等，
自贡高新区集聚了高层次人才 120 余名；同时
推进持续发展动能
建成 1.5 万平方米孵化园（一期），引进清华启
在自贡高新区浙江大学自贡创新中心，记
迪、海尔海创汇开展创业孵化运营服务活动。
目
者看到研发人员正在能源清洁利用研发中心厂
前已建成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101 个。
房内进行脱硫、脱硝、除尘配电设备等环保项目
“遴选一批技术先进、科技实力强、成长性
产品的研发生产。
好的科技型企业加快培育成高新技术企业，目
该中心研发工程师姚亮介绍说：
“我们目前
前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25 家。”自贡高新区相
主要为火电厂、热电厂和自配电厂生产配件，
中
关负责人表示，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随着创新
心在燃烧器、水煤浆雾化喷枪、脱硫模块化、电
企业落地生根，
科技成果正在不断转化。
除尘等关键设备上已经掌握了很成熟的技术。
”
今年，高新区累计实施成果转化等科技计
像能源清洁利用研发中心一样，浙大自贡创新
划项目 80 余项，实现新增产值逾 2 亿元。华西能
中心其余 6 个入驻专家服务团队也在不断加快
源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了生物质气化研发中心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步伐，自贡市与浙大
和技术创新平台，兆强环保与四川大学联合研
创新中心围绕重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转移推
发的“3D 打印换热设备研制项目”成功应用到
广及人才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等合作不断
船舶和航空航天领域。
“中捷合作通用飞机研发
扩宽加深。
项目”
“ 舰船齿轮箱剖分式密封装置”等 3 个项
目光再聚焦中兴能源。
近日，
该企业全球总
目获得省 1000 万元定向财力转移支付支持。
部完成了在自贡高新区工商、税务的迁址登记
通过 3 年的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
工作，这标志着中兴能源全球总部正式落户四
点工作，自贡高新区产业已涵盖节能环保锅炉
川自贡高新区。
及配套产品，节能泵阀、压缩机及成套设备，工
中兴能源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3 月 27
程及运输机械，
“三废”处理设备等四大重点发
日，中兴能源光储智能微电网生产基地正式开
展领域。
工建设，预计首栋光电厂房于今年 10 月建成并
如今，自贡高新区 500 余个产品采用国际
开始试生产。该项目的建成将对自贡市乃至四
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2000 余项，专利或科技成
川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为新
果转化为技术标准 60 余项，解决企业标准实施
能源产业集群集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注入新
问题 50 余项；
“ 三废”排放全部达标，工业固体
动能、提供新支撑。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100%；10 余家试点企业与
能源清洁利用研发中心和中兴能源，只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标准化战略对
自贡高新区对
“创新”
“科技”
孜孜以求的缩影。
接，产品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合同金
在 10 平方公里南岸科技新区，记者看到， 额超过 100 亿元。
这里集聚中昊黑元化工研究院、晨光研究院、
杨洪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陈家明

科技创新引领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马忠剑 曹林钰
记者 毛春燕 李弘）9 月 10 日，在全国第 35 个
教师节到来之际，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成
立大会暨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在该院礼堂举行。
内江市委书记马波出席并讲话，市长郑莉向内
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授牌。
据悉，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是由内江
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新建全日制医药卫生类高等
专科职业学校。学校地址位于内江市东兴区汉
安大道东四段 368 号，规划用地总面积 443 亩，
校舍建筑面积 16.2 万平方米。学院建有实验
(训)楼三栋，设各专业标准实验室 120 间，教学
设施设备齐全。学院设护理系、健康服务系、医
学技术系、药学系、基础医学部、思政部(人文社
科部)六个教学机构，现开设有老年保健与管
理、健康管理、中医康复技术、助产、护理、药学
6 个专业。
据了解，学院现有专兼职教师 140 人、首届
新生 739 人，有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江市中
医医院两所三甲医院为直属附属医院，
并与“四
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
——成都医学院签署了《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学院将与内江师院、内江
职院、川南幼师并驾齐驱，形成内江高等教育
“四驾马车”，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
教育的需求。

乐至第十届国际烧烤美食节
9 月 20 日启幕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 （记者 汤斌）9 月 10
日，记者从乐至县获悉，中国·乐至第十届国际
烧烤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 9 月 20 日在乐至县
望城大道启幕。本届活动重点突出乐至美食烧
烤和美食文化，全面展示展销地方农特产品，
推动大数据产业及电商产业发展，积极融入世
界川菜大会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乐至知名
度、美誉度。
组办方精心准备了演员阵容强大、节目
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并搭建有乐至美食烧
烤、国际精品美食、中国桑都农特产等六大类
展区，共设 300 余个美食和农特产品等标准展
位，为广大游客提供良好的品尝环境。本届节
会具有三大特色亮点：一是节会内容丰富多
彩。将举办一场开幕式、四大主题活动和 12 个
系列活动，活动形式多元、节目精彩纷呈，同
时在舞台和烧烤区之间建有乐至烧烤文化时
光隧道，展示乐至烧烤特色文化、发展历程及
远景规划。二是活动品质提档升级。本次节会
不仅积极融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系列活动，还立足“大健
康、大数据、大旅游、大融合”四大产业格局，
搭建对外招商平台，突出文旅融合发展。推出
陈毅故里研学游、千年古刹禅修游、中国桑都
体验游三条旅游线路。三是绿色烧烤主题突
出。活动坚持“绿色、生态、环保、节俭”的办会
宗旨，突出“绿色烧烤·舌尖享受”活动主题，
使“绿色生态”成为贯穿本届烧烤美食文化旅
游节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