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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机产业吸引 3.5 万户农民参与进
来，从业农民年人均收入 5万元，延链发展乡村
旅游，年接待游客 400万人次以上，乡村人气持
续旺盛，农民年收入增速连续8年位居全省同类
县前列，西充也成功跻身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县”。

有机农业领跑西部、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
背后，是西充十余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做大做强
有机产业“金字招牌”、助力乡村振兴的不懈探
索和实践，以及争当有机农业排头兵、建设“中
国有机农业第一县”的不懈努力。

站在新的起点，西充将坚持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发展，加快建设辐射全国的有机食
品供给地、亚洲知名的有机农产品研发中心、
西部有机农产品交易中心、有机农业地方标
准制定中心，擦亮西充有机农业金字招牌，全
力争当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有机农业排头
兵。

文化引领——
传承“非遗文化”
构建文旅融合新格局

2019年5月底的凤鸣玫瑰文化节上，西充非
遗精彩亮相。

开幕式上，南充市非遗项目《祥龙非遗板凳
龙》龙腾虎跃，矫健多姿，获得游客们的阵阵掌声
……而游客看到的，正是曾经西充人所经历的。

在双龙桥村小广场，糖塑传承人张志雄制
作的孙悟空、吹面人栩栩如生，吸引众多小朋友

驻足观看；根雕传承人江登全的精湛技艺让游
人赞不绝口。一幕幕的民俗表演，拉近了现实与
历史的距离。

迄今 1400 年的西充，历史人文交相辉映，
是久负盛名的文化大县。1958 年，西充被省政
府命名为“文化县”；2008 年被列入全省“文物
大县”。千年古县的历史积淀，彰显出“文化县”

“文物大县”“中国（纪信）忠义文化之乡”的独
特魅力，忠义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源远流
长，与“勤劳、朴实、诚信、包容”的新时代西充
精神交相辉映。

西充，正结合当地特色，讲好非遗故事，让
文化“活”起来，让旅游“火”起来。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未来的西充，将按照“抓文化旅游就要抓项目”
要求，落实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艺精品创作
展演、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文旅特色小镇
培育等工程。打造以文庙“城市人文 4A 级景
区”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景点，以青龙“民间
72 行”为代表的乡村特色民俗小镇；打造以凤
凰谷、双龙桥、百科园为代表的精品有机文化
民宿客栈；开发文化产品，培育“凤和黄酒”“狮
王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推出大型历史
歌舞舞台剧《家国长歌》、川剧大幕戏《布衣张
澜》《纪信开汉》等传统文化优秀剧目，不断丰
富旅游景点、旅游商品、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西充，正步履如飞，让非遗、文物、文化有一
个安放之所，给旅游一双腾飞的翅膀，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加快发展。

旅游带动——
让田野升起希望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在这片 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正做到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乡村振兴的
画卷正在西充徐徐展开。

充国香桃，飘香万里。2019年西充县的桃花
节已经举办7届。在西充县古楼镇古楼村的云亭
休闲山庄，村民张怀全家仅农家乐就收入6万余
元。也就是凭着这些桃花，张怀全两年前就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7月初正是香桃丰收的季节。

“周末回来帮忙摘桃子了。”古楼镇的徐益剑边挂
女儿的电话边说，“每年这个时候周末儿女都要
回家帮忙摘桃子，摘桃子比上班赚钱多了。”从徐
益剑的口中说出的是近年来古楼镇的巨变。以徐
益剑为例，经营50多亩桃园前，家中过去每年靠
务工收入一万多元，而现在年收入翻了50倍。

近年来，西充县将“充国香桃”作为一项促
农增收的重要渠道，依托古楼镇充国香桃基地，
大力发展香桃种植，建成西充县百公里百村脱
贫奔康香桃产业园，面积达 10万亩，涉及古楼、
太平等10个乡镇130个村，覆盖贫困村24个、贫
困人口11601人。依托香桃产业，发展农家乐200
余家、特色农庄8家，常态化举办桃花节、品果节
等节庆活动，年接待游客近 200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近20亿元。

“我们必须紧扣省委、市委部署，精准研判政
策、深度吃准政策，找准定位、无缝对接，在新一轮

竞相发展中抢得先机、拔得头筹。”孙骏说。为此，西
充锁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新目标：到
2023年经济总量必须达到250亿以上。同时，2019
年要实现突破150亿向160亿迈进的年度目标。

坚定“三大定位”战略目标不动摇，提升有机品
牌引领作用，挖掘乡村旅游增长潜力，激发城市经济
内生驱动……西充奋进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坚定不移争当有机农业排头兵。抓住
有机农业这个特色发展的“最擅长赛道”，持续
打造西充有机农业“第一品牌”。以质量为根本，
不砸招牌；以产业为主导，做大招牌；以品牌为
引领，擦亮招牌。

——坚定不移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深度
对接文旅融合发展战略，打造有机田园乡村旅
游目的地。要找准定位，策划融合；要项目支撑，
建设融合；要突出特色，营销融合。

——坚定不移建设产城一体示范区。积极
抢抓南西蓬一体化发展机遇，以南充主城重要
功能区、重大战略版块的标准和要求，主动对
接、加快融入，实现借势借力发展。要聚焦主战
场，拉出融南“骨架”；要打通主通道，畅通融南

“血脉”；要做实主支撑，填充融南“筋肉”。
孙骏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重

点、集中发力。“我们要将争创县域经济先进县、
生态建设标杆县、乡村振兴先进县作为重点抓
手，以点带面、全面发力，不断开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西充县以争当有
机农业排头兵为引领，让西充1108平方公里的田
野充满希望，让西充的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四川经济日报讯 （张永全 记者 钟正
有 文/图）10月 8日，记者从德阳市文旅局获
悉，国庆期间，德阳市举办了第二届四川国际
航空航天展等重大活动，全市旅游市场活动
更加丰富多彩。截至10月7日，该市共接待游
客 302.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2%；实现旅游
综合总收入201916.8万元，同比增长29.6%。

其中，三星堆博物馆景区接待游客 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25%；门票收入310.73万元，
同比增长 11.1%。游客出行仍然呈现出自驾
游、家庭游趋势，四川国际航空航天展+古蜀
文明、乡村旅游A（B）线、三国文化、研学旅行
等5条旅游线路受到广大游客欢迎。省外客源

主要来自重庆、广东、陕西、河南、上海等；省
内游客主要来自成都、遂宁、绵阳、南充、广
安、巴中等周边地市。

自驾游仍是主体。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免
收小型客车通行费，自驾游、家庭游等出游方
式比例相比去年略有增长。自驾游客人以成
都、绵阳、遂宁、广安、巴中、陕西、重庆等周边
省市的游客为主。

乡村旅游持续火爆。品农家菜、赏乡村民
俗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一种趋势，乡村旅游
景区、农家乐逐步成为旅游的主要选择地,特
色农家乐备受青睐，已成为促进假日旅游经
济增长的重头戏。

节会活动吸引力持续增强。四川国际航
空航天展、三星堆飞行音乐秀、三水易家河坝
垂钓季、2019孝文化旅游周、第六届月季文化
旅游节、中国·和海欢乐游园会、贵妃枣采摘、
红白镇红枫岭红叶观赏季、四川盆底乘热气
球看四川等主题活动受到游客的喜爱。

红色旅游备受关注。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假日期间很多游客自发到黄继光纪
念馆凭吊英雄，该馆共接待参观游客 10.5 万
人次，提供定时免费讲解 56 场次，增加定时
环幕影片播放 84 场次，为未成年人发送手
持五星红旗 1400 面、《黄继光》纪念画册
1400册。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刘怀英 记者 侯
东）走剑门蜀道、听三国故事……10月8日，记
者从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国
庆 7 天大假，广元市共接待游客 440.36 万人
次，同比增长4.62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18
亿元，同比增长6.21%。其中，广元乡村旅游共
接待游客 186.59 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 7.51
亿元，占全市旅游收入的 41.31% 。全市 4A级
以上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35.70万人次，
门票收入1989.00万元。

国庆期间，过夜游客203.80万人次,较往年
有大幅度增长，一日游游客236.56万人次；主要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49.95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3473.03万元。广元机场保障航班116架次，同比
增长141.67 %；旅客吞吐量11521人次，同比增长
118.57%。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丰
富群众节日生活，广元市各类文化活动丰富
多彩，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共庆祖国华诞、共
享民族荣光的浓厚氛围。

苍溪县举办的“玉带峡景区第二届钓鱼
大赛暨苍溪县（2019）农民丰收节”活动；旺苍
县红军城景区红军剧场内，开展的散打评书、
川剧变脸、杂技谐剧等活动；剑阁县剑门关景

区开展的“跨越七十载 坚守中国心”主题活
动；青川县推出了融参与性、观赏性、趣味性
于一体的文化娱乐活动；利州区天 山景区
拜佛谈道、女皇温泉汤池悠闲泡汤活动；柏林
古镇举办的山歌歌唱大赛和昭化古城定时举
办情景剧表演、武士巡城、张飞守城等传统活
动；朝天区各大景区相继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情景歌舞等民俗表演活动。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戏剧进景区”在千
佛崖石刻艺术博物馆演出，《金殿审刺》《穆桂
英打雁》等经典传统剧目在弘扬中华传统优
秀戏曲文化、丰富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

广元：国庆大假揽金18.18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何羽佳）今年国
庆期间，是四川省市场监管“五线合一”全新
12315 热线正式运行后的首个长假。10 月 8
日，记者从四川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全省市场
监管12315工作机构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责任到岗到人，有力地保障了 12315 热线畅
通，截至10月7日下午17时，共接收消费者诉
求 11557件(咨询 3687件，投诉举报 7870件)，
其中涉旅消费投诉举报290件。

为切实做好2019年国庆期间消费维权工

作，全省市场监管12315工作机构严格落实节
日期间 12315 热线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每
日开展12315话务平台的内部拨测检查，建立
台账记录拨测结果，责任到岗到人，有力保障
12315热线畅通，及时接收消费者诉求。

2019成都百强企业榜单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近日，
2019年成都百强企业榜单在成都揭晓。新希望
集团以1312亿元的营业收入高居百强榜首。

据悉，2019 成都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为
25.96 亿元，比去年提高了 3.5 亿元，同比增长
15.53%。收入规模上百亿的企业达到 37 家，同
比增加 6家，其中 500亿以上的企业有 4家，超
过 1000 亿的企业有 1 家。百强营业收入、净利
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从业人数
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六连增。

据介绍，2019成都企业 100强呈现以下新
特点。一是国有企业在企业数量、营业收入、利
润、资产总额、纳税总额、所有者权益、从业人数
等主要指标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有较强的优
势；但从效益指标看，民营百强企业的人均收入
高于国有企业 38.4%，利润增幅比国有企业高
19.24%，纳税增幅比国有企业高 187.39%。二是
企业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
驱动，加快动能转换，在做强做优做大方面取得
了新进展；国有企业依然表现了自己中流砥柱
的作用。三是成都企业入围中国 500强的企业
数量和排行位次在全国有明显提升。6家企业
入围中国 500强，3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 500
强，8 家企业入围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3
家企业入围2019中国服务业500强。

架起“外联内畅”交通大格局

夹江千佛岩隧道建成通车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记者 蒋培路）10
月 8日上午，夹江县 S307夹木路千佛岩隧道通
车仪式在千佛岩隧道口举行。隧道的通车，实现
木城到县城的时间从40分钟缩短为15分钟，夹
江河西片区8万群众受益，生产生活、出行更加
方便。目前，该隧道处于试运行状态，禁止大货
车通行。

据悉，夹江千佛岩隧道总投资约1.68亿元，
全长1.35公里，历时两年。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
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净宽度13
米，为双向2车道。

千佛岩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乐夹大道、乐
夹大道夹江连接线、千佛大道、夹木路、千佛岩
隧道、石棉渡改桥等全长24.08公里的道路工程
全面贯通。同时，S307 线夹木路由四级公路提
档升级为二级公路，标志着夹江干线公路路网
等级和结构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介绍，千佛岩隧道的建成，构架起了夹江
“外联内通”的交通大格局。千佛岩隧道，作为成
都平原经济区交通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2019年
重点推进项目，与已建成通车的石棉渡改桥、夹
木路、千佛大道、乐夹大道形成了夹江青衣江畔
一条重要对外主通道，打通了“ 中梗阻”、畅通
了“ 大循环”；夹木路、乐夹大道的全线贯通，实
现了夹江至乐山中心城区的快速通达，推动乐
夹半小时经济圈发展；甘江形成两条至县城快
速通道，缩短了木城至县城的车程，直接提升夹
江中心镇交通区位优势，促进局部区域发展，有
力推进扩权强镇建设。

同时，千佛岩隧道也是一条直接连通民心
的快速、幸福车道。隧道建成通车后，打通了河
西片区外联内通的“最后一公里”，有效解决了
河西片区8万群众出行的方便、安全和省时，极
大地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此外，千佛岩隧道也必将成为一条连接乡
村振兴和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隧道串联
起千佛岩、禅意小镇、二郎庙、甘江古镇、木城古
镇等特色资源和城镇，必将拉动沿线旅游经济，
增加群众收入，也必将带动夹江千佛岩和世界
灌溉遗产东风堰旅游开发利用，助力乐山建设
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隆昌新添4项
内江市级“非遗”名目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近日，记者从隆昌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获悉，在第七批内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名单中，隆昌又有四项名列其中，分别为隆昌砂
锅陶传统制作技艺、隆昌手工枕、隆昌客家酱油
传统酿造技艺、隆昌曾氏骨科传统接骨疗法。

截至目前，隆昌市共有内江市级以上“非
遗”19项，其中包括内江市级“非遗”15项，“青
石雕刻技艺”“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等 4项省级

“非遗”。下一步隆昌市将把“隆昌夏布编织技
艺”争创为国家级“非遗”，并申报省级“非遗”
2项。

其中，“隆昌砂锅陶传统制作技艺”为传统
手工技艺，用渔箭特有的含有多种矿物质的天
然生态陶泥和碳渣，加上纯手工传统方法制作。
用此技艺制作出来的陶器，古朴大方、经久耐
用、透气而不渗漏，被誉为会呼吸的陶罐。

内江市举办
第六期“工业企业大讲堂”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审查合同主体风险的四个维度是什么？如
何查询企业、个人资信情况？电子合同形式有效
有什么前提？”近日，由内江市经信局、内江农商
行主办的内江市“工业企业大讲堂”第六期专题
培训会举行。

培训会上，资深商事律师、ACI国际认证培
训师章方秋以《企业实用的合同法》为题，从认
识合同、合同的主体、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履
行与抗辩、违约责任、合同终止与解除等方面进
行通俗易懂的讲解。

参加培训的企业人员表示，听完讲座后对
法律合同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在对企业防范合
同风险、合同履约、解除、风险应对方面都有很
大帮助。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凯州新城校区奠基开工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蓉）10月8日上
午，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凯州新城校区建设
工程奠基仪式在中江县辑庆镇举行。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凯州新城校区位于
中江县辑庆镇，毗邻成巴高速和中金快速等多
条区域交通干线，与该校龙泉驿校区相隔45分
钟车程，在成德同城化发展背景下构建一校两
区，理实一体、产教携手、功能互补、分工协同的
办学新格局。

据了解，该学院凯州新城校区将以生产性
实景实训、国际交流合作、校企联动人才培养、
跨专业创业孵化和面向社会的终身学习服务
为特色，在提升学院整体资源水平和办学规格
的同时为凯州新城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支撑。

该工程将分期建设完成。近期建设重点为
综合教学基地和实训基地，健康、体育、设计、人
文四大学院实训教学基地及继续教育学院终身
学习中心。后期将逐步导入国际教育学院、影视
传媒学院、创意孵化学院、生态文明学院等合作
项目，同时扩大实训基地规模，实现两大校区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上的
联动发展。

威远“银税互动”助推企业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稳增长”的工
作布署，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推进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威远县实施“银税互动”，
助推企业发展。今年 1-7月全县规模工业总产
值实现 422.5 亿元、增长 12.5%，工业入库税金
实现 7.98亿元、增长 65.2%，企业利润总额实现
11.7亿元、增长 51.6%，工业企业发展规模和质
量显著提升。

威远县金融机构积极与税务部门加强合
作，建立“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税务”平台，
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完善信贷审批流程，健全
完善信贷产品风险管理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效
率。在威金融机构工行威远支行推出“税务
贷”，村镇银行威远支行推出“税易贷”，中行
威远支行推出“中银税贷通宝”，邮储银行威远
县支行推出“税贷通”“税易贷”，威远农商行
的推出“蜀信·税金贷”，农行威远县支行推出

“税银通”“税银E贷”。
同时，威远县将“银税互动”受惠群体由

纳税信用 A 级拓展至 B、C 级纳税人，对于符
合授信条件的小微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
合理设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减少贷款期限
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错配造成的资金周
转压力。

威远县通过定期“政银企”对接会、企业贷
款需求大走访，宣传银税互动金融产品，重点扶
持农业产业化、科技创新型企业。截至 8月，建
行威远支行通过“云税贷”解决了威远县 88户
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问题，授信总额 3209 万
元，贷款余额 1930万元；农行威远县支行向威
远县一企业投放的税银通贷款100万元在全省
农行中属于首笔税银通贷款。全县 1-8月对民
营企业新增贷款达11.3亿元。

今年来，该县认真贯彻深化增值税改革、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
和降低社保费率等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县税
收减负在2亿元以上，企业负担明显减低。

四川12315热线国庆期间接收诉求1155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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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期间，举办第二届四川国际航空航天展等重大活动

德阳旅游综合总收入同比增长29.6%

新中溪月谷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