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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锂电之都﹄的
□

张小星 刘琳 张琳琪

锂，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三位，是
密度最小的金属，
也是已知元素中金
属活动性最强的金属，
被誉为 21 世纪
的
“能源金属”
和
“推动世界前进的元
素”
。
遂宁，
一个没有锂矿资源储藏的
地方，却在与锂电产业的碰撞中，凭
一腔理想，
走出一条锂电特色产业规
模化发展的路子。
一个锂电空白的城市，
依靠一份
“锂”想，从企业投资建设、做强锂电
品牌、产业要素保障、人才培育等方
面下功夫，
全力厚植锂电产业发展沃
土。
一个锂电企业为零的城市，
凭借
一份
“锂”
想，
拥有了全国最大的锂电
材料供应商，初步形成锂电产业上、
中、下游融合态势，成为西部地区锂
电产业链最完善的集中发展区。
一个没有锂电园区的城市，
坚守
一份
“锂”
想，
建成了西南地区首个锂
电产业园，
正在加速打造中国最具竞
争力的锂材料及其应用产业集群聚
集区。
2018 年，遂宁锂电产业产值 105
亿元，
产业规模占全省同行业比重达
到 25%以上，占全国锂电产业约 4%。
天齐锂业电池级碳酸锂产能世界第
一，
占全国市场份额 60%以上；
遂宁全
市锂电池各类正极材料设计产能约
占全国总需求的 20%，锂电池电解液
关键材料二氧戊环占细分市场份额
90%以上。
遂宁市积极贯彻落实省委书记
彭清华关于
“抓好遂宁锂电等区域特
色产业发展，
高质量打造符合我省实
际的特色产业集聚区、优势区”的重
要批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
力推进遂宁
“中国锂电之都”
建设。
成绩面前，遂宁抓住机遇、坚定
信心，剑指千亿级产业，锂电产业再
出发。
遂宁市委书记邵革军表示，
要把
锂电及新材料产业作为推动全市产
业发展的“一号工程”，集中优势资
源，精准发力攻坚，加快将锂电及新
材料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
全力将
遂宁打造成
“中国锂电之都”
。

天齐锂业研发中心 （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聚合 厚植锂电产业发展沃土
遂宁市作为四川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
建有全省唯一的锂电专业化园区，拥有全国
最大的锂电材料供应商，矿石提锂能力居世
界前列。
遂 宁 和 锂 电 的 缘 分 可 以 追 溯 到 1995
年。彼时射洪锂盐厂建成投产，是当时国内
仅有的三家锂盐生产企业之一，由国有明珠
电力公司代县国资经营。
受制于锂盐市场应用狭窄、管理体制不
顺等因素，射洪县锂盐厂在建成后，长期处
于亏损状态，市县财政维系运转补贴近亿
元。
2004 年，遂宁市成功引进成都天齐锂业
（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射洪锂业，实现了由
“国有”到“民营”的产权改革。射洪锂业更名
为天齐锂业，一场影响世界锂行业格局的
“风暴”
就此开启。
遂宁锂电产业也在这场变革中浴火重
生。2010 年，遂宁市委、市政府坚持“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扶持发展思路，培育天齐锂
业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独木难成林。
3 年后，
遂宁市规划建设全
省唯一一个以锂电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园区。
截至今年 6 月，遂宁共有锂电及新材料企业
36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1 家，已成为西部
地区锂电产业链最完善的集中发展区。
9 月 20 日，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商品展
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遂宁市投
资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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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邵革军向全国各地企业家们发出“邀
请函”，诚邀广大企业家到遂宁投资兴业。现
场，遂宁特色的锂电及新材料产业成为推介
重点，
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密切关注。
签约仪式上，遂宁市共计签约项目 25
个，签约总额 622.7 亿元，项目涵盖锂电及新
材料、电子信息、机械与装备制造、文化旅
游、油气盐化工等产业。
遂宁锂电，引来了无数关注。究其原因，
其背后离不开遂宁市委、市政府对锂电产业
凝聚共识给予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去年 6 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作出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
“5+1”
现代产
业体系重大部署后，遂宁深度对接全省“5＋
1”现代产业体系，把锂电及新材料产业作为
全市五大优势产业之一倾力培育。印发《
“十
三五”
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制定《锂
电及新材料产业发展推进方案（2018-2022
年）》和 2019 年度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发展
思路与目标、
重点与路径。
成立了以市委书记
为组长的锂电产业发展工作组，支持天齐锂
业、
四川新锂想、
四川朗晟科技等项目成功纳
入全省 500 个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库，积极
协调解决土地、
环境容量等要素瓶颈制约，
形
成上下协同、
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9 月底，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遂
宁市支持锂电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
六大方面 21 条奖补措施，从鼓励锂电企业
投资建设、支持锂电企业做强品牌、引导锂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遂宁市投
资环境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张琳琪 摄）
电企业创新发展、加快锂电服务平台建设、 科研平台支持和科研成果奖励等多个方面，
拓展锂电企业融资渠道、强化产业要素保障 ‘锂电人才十三条’中的财政支持力度都实
等方面，对锂电新材料产业进行倾斜，加快
现了翻倍。”据遂宁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
建设
“中国锂电之都”。
绍，遂宁将为锂电企业和科研机构引进和培
同月，遂宁又将目光聚焦锂电人才引得
养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在个人所得税、科研成
进，更要留得住，用得好。出台了支持锂电产
果等方面的直接奖励，并为其提供包括住
业人才发展的十三条措施，这也是遂宁市首
房、就医、子女就学等多重人才绿色通道的
个人才专项支持政策。
特别待遇，为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高
“与以往的人才政策相比，在专项补助、 质量的人才支撑。

延链 构建锂电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说到遂宁锂业，就不得不提到在遂宁成
长壮大的天齐锂业。
从 2014 年收购泰利森锂业 51%股权，拥
有其位于西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锂辉石矿
藏，到 2018 年参股智利 SQM，天齐锂业拥有
了和其他国际巨头平等竞争的能力，在新能
源领域做到了全球头部企业，企业生产的电
池级碳酸锂产能世界第一。
天齐锂业是遂宁锂电产业非常典型的
代表。短短几年，天齐锂业从西南一角的小
公司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锂电新能源核心
材料供应商，国内锂行业中技术领先、综合
竞争力最强的龙头企业，产业横跨亚洲、大
洋洲、南美洲。随着天齐锂业全球范围内产
业布局和市场拓展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该
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锂业巨头和锂行业
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跨国公司，成为中国最
大、全球领先的锂产品供应商。
十余年的艰辛奋斗，成就了天齐锂业，
也成就了遂宁锂电。
但遂宁不仅有天齐。
2016 年，遂宁与深圳盛屯集团、广东威
华股份 2 家上市公司达成投资协议，在射洪
县开工建设年产 3 万吨正极材料和年产
1000 吨金属锂项目。

次年，射洪县锂电产业园被国内最权威
善的集中发展区。
的锂电行业咨询机构——高工产业研究院
看上游产业，基础牢实。——与甘孜州、
（GGII）评为“2017 年最佳投资环境锂电产
阿坝州、青海格尔木市建有锂资源战略合作
业集群”。
关 系 ；天 齐 锂 业 收 购 全 球 最 大 锂 生 产 商
而今，金圆股份、威华股份、盛屯矿业、 “SQM”23.77%的股份，成为全球最大的锂
四川路桥、四川能投、华友钴业等 6 家上市
辉矿开采和承销商；盛屯集团掌控川内最丰
公司投资遂宁锂电产业，全市在建锂电项目
富最具开采条件的李家沟锂辉矿场，与华友
18 个，总投资达 220 亿元，全面投产后预计
钴业和金川科技建有锂资源定点生产合作
实现产值 500 亿元以上。
关系。到 2020 年，国内需要的碳酸锂大约 18
早年间，红薯是遂宁特产，而今锂电产
万吨，
遂宁将占全国的 40%左右。
业成为遂宁特色。
看中游产业，体量巨大。——包括四川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遂
路桥投资年产 5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和
宁深知如今的锂电特色产业离不开产业链
年产 10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盛屯集团投
条的建设完善。
资年产 5000 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和年产 4.5
“要着力把产业链条拉长拉宽。”邵革军
万吨锂电池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弗罗蒂
在对遂宁锂电产业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时
科技投资年产 2 万吨锂电池石墨烯负极材
表示，要积极拓展锂电上下游关联产业，加
料项目、福鞍重工投资年产 4 万吨高纯石墨
快形成从材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努力构
提纯的负极材料前驱体；威华股份投资的盛
建区域分工明确、产业环节细分、产业集聚
威致远科技年产 1000 吨金属锂材料项目。
发展的良好格局。
2018 年国内各类正极材料需求量 45 万吨、
据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
正极前驱体 48 万吨、负极材料需求量 42 万
介绍，目前，遂宁锂电产业上、中、下游融合
吨、负极前驱体 44 万吨、金属锂需求 5100
态势初步形成，已构建垂直分工、合理布局
吨，仅遂宁的设计产能就分别达到 22.2%、
的产业集群，成为西部地区锂电产业链最完
20.8%、4.7%、9.1%、19.6%。

看下游产业，前景广阔。——已有绿然
集团与藏格股份合作投资的绿鑫电源科技
年产 10 亿 Wh 锂离子电池 PACK 项目，收购
四川客车厂建设年产 5 千台纯电动客车 2 万
台、2 万台纯电动物流车项目，
与江苏天洋汽
车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拓宽锂电池应用渠
道。遂宁周边 300 公里范围内规划布局的新
能源汽车产能近百万辆，为锂材料及其应用
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看配套产业，日趋完善。——围绕锂电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已有福林磁材
公司的大扭矩高速电机磁材、云制造科技与
洪芯微科技的控制芯片、普力科技的锂电池
组远程控制、金圆环保股份的锂电池金属综
合回收利用，四川路桥已完成锂电池回收梯
级开发再利用项目的规划设计与团队组建，
威华股份收购珠海科力鑫团队开始布局锂
合金产业。
“未来，我们将坚持聚焦‘夯实上游、做
强中游、渗透下游’战略，积极推进境内外业
务协同、管理资源共享、企业文化共建，让天
齐锂业作为遂宁名片、中国骄傲再次书写创
新、绿色传奇！”面对天齐锂业的光辉未来，
公司董事长蒋卫平信心满满。

裂变 打造
“中国锂电之都”
2019 中国（四川）先进材料产业推进
会遂宁市锂电及新材料推介会现场
（张琳琪 摄）

锂资源与锂材料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鲍安华 摄）

今年 4 月，位于射洪县锂电产业园的四
川朗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锂
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的一期项目建成投
产。该公司与四川长虹、广州冠军、浙江佳贝
思、上海德朗能、广州鹏辉等 20 多家国内著
名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达成合作伙伴
关系，到 2020 年三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实
现年产 8000 吨磷酸铁锂和 20000 吨高镍三
元、5000 吨锰酸锂正极材料的产能。
8 月底，
又一个好消息传来，
经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评审，射洪锂电产业园获评纳
入全省首批“5+1”产业重点特色园区，获得
1400 万元省财政资金支持。
射洪锂电产业园是西南地区首个锂电
产业园，主导锂电新材料产业，入驻了天齐
锂业、盛屯矿业等锂电新材料公司。园区全
部建成后，预计将聚集 50 户锂电新材料企
业入驻，实现营业收入 700 亿元、利润 40 亿
元，将形成产业规模较大、配套完善、特色
明显、竞争力强的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集群。
目前，射洪已拥有锂电相关产业企业 26
家，初步形成了集基础锂盐、正极材料、前驱

体、负极材料、锂电池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
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西部地区锂电产业
链较完善的集中区，设计产能规模达 970 亿
元，锂电产业作为全县产业发展的“一号工
程”
强力推进。
几十公里外的遂宁安居锂电产业园，规
划面积 6.22 平方公里，以承接天齐锂业 6 万
吨（首期 2 万吨）碳酸锂项目为基础，重点布
局锂辉石加工、锂化合物和锂电池材料、锂
电池组件等项目。
9 月，在遂宁安居区四川江淮汽车生产
车间内，记者看到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组
装。
四川江淮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5
年间，四川江淮产能快速提升，产量从 2015
年的 2626 台提升到 2018 年的 26006 台；
总产
值从 2015 年的 1.92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0.7 亿元，
实现阶梯式发展。
据了解，今年 5 月遂宁首台新能源轻卡
在安居区下线，目前四川江淮已具备大批量
生产能力，
锂电新材料的终端需求突出。
今年，总投资 5 亿元的西安创昱 2 万吨
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生产项目成功签约，目前
安居区正积极对接盖瓷新能源、新能德等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力争在 2020-2023 年产
值突破 100 亿元，把安居建设成为中国重要
的锂电特色产业基地。
下游产业的发展，为遂宁锂电形成比较
完善的产业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 6 月召开的遂宁锂电及新材料产业
发展专题会议上，邵革军对锂电园区建设提
出了新要求，要求推进射洪和安居两个锂电
产业园区建设提质提速，高标准推进园区基
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园区
服务功能，按照园区产业规划招引锂电项
目，努力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锂电产业集
群集聚区。
随后，各有关部门关于加大资金支持、
降低要素成本、高端人才引育等支持锂电及
新材料发展的扶持政策相继出台落实。
目前，按照“全域全链发展”思路，遂宁
以现有射洪县锂电产业园、安居区锂电产业
园为主，其他县区、园区为辅，
“高起点、高品
位、高标准”推进锂电产业发展。通过射洪、
安居锂电产业园集聚、孵化和辐射作用的发
挥，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锂材料及其应用
产业集群聚集区，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锂

资源供应平台”和“全国锂资源全产业链开
发基地”。
下一步，遂宁将围绕“打造中国锂电之
都、建设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积极打造四
川省万亿级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先行区和
示范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
市。
——依托现有锂电产业优势，以产业链
各环节的龙头企业为目标，补齐中下游产业
支柱，加大企业间的关联度，形成锂电产业
上、中、下游关联销售，着力实现区域库房到
库房的生产经营模式。
——鼓励锂电关键材料的研发、生产。
鼓励企业开展锂电池梯级开发及综合回收
利用产业，建立电池回收管理制度与回收标
准体系；开展锂电池修复系统和大数据中心
建设，开展锂电池修复技术研发；生产加工
专业化、定制化、自动化，逐步加强消费类电
池、储能电池、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建设一批
集优质资源与领先加工产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锂业公司。
聚焦一个“锂”想，遂宁正向着“中国锂
电之都”
的目标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