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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桥横天路“短”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下的泸桥镇咱里
村试种的金丝黄菊迎来丰收（10月16日摄）。

金秋十月，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川藏线
上，中外游客络绎不绝。途经雅康高速上身披

“红妆”的泸定大渡河大桥，人们无不为其雄壮
所震撼。环其周围，泸定大渡河上还有泸定桥、
泸定大渡河吊桥等大桥巍然伫立，数桥并跨交
相辉映，见证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光荣与梦想。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10月23日，盛会如约而至。
以“高端装备 智造未来”为主题，“2019四川

装备智造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正式启
幕，以德国西门子、中国中车、华为、京东等为代
表的237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将集中展示258项
高端制造业新兴前沿科技的最新技术成果。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宣布开
幕，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
副省长杨兴平出席开幕式。

世界目光聚焦四川德阳。这不只是一场集
中展示装备制造业创新、绿色、开放发展新成果
的视觉盛宴，更是一次“脑力盛会”。

一场高峰主题论坛，四场“小而精”的平行
论坛，全球近百名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和政、
产、学、研、用专业人士在这里碰撞智慧的火花，
寻求装备制造业智能转型方向，探讨如何打造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路径，思索提升高端
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与策略，呼吁关
注绿色制造新战略。

四川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
以德阳为代表，大方展示多年积淀与锤炼的“装
备”成果，与世界先进制造业强国切磋长短、提
升“智造”心得。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37 个项目签订，392
亿元资金注入“重装之都”，为产业智能升级增
添内生动力。

“智”造样本 看四川成绩

“刚刚结束的新中国 70 周年庆典，四川的
花车开过天安门广场，展示的液燃气开采设备
和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都是德阳制造的！”开幕
式上，德阳市副市长李成金自豪地说。

当前，德阳装备制造产业的产值占四川省
的比重超过了 25%；全国 60%的车间产品、50%
的大型轧钢设备、40%的水电机组、40%的火电
机组、20%的大型船用铸件均由德阳制造；德阳
发电设备产量全球第一，石油钻机出口全国第
一，大型轧钢设备产量全国第一……

这一串辉煌数据，令与会嘉宾叹服，背后折
射出的是德阳装备制造业的实力。

“发展装备制造业，德阳正大力推进产业集
群化，产品高端化。”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何礼
介绍，德阳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8万吨模锻压力
机，成功研制了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储能装置、F
级 50兆瓦重型燃气能机等国之重器，还研制生
产了C919大型飞机的关键部件。

何礼口中的成果，让德中经济联合会驻北京
首席代表戚臣刚深有感触。他表示，德阳近年来
致力于从传统装备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是

“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更看重
的是德阳如何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

对此，何礼做出回应：“德阳已建设了全国第
一个5G智能制造示范区域和装备制造工业云平
台，装备制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45%，关键生产工序数字化控制力达到35%。”

推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升级，德阳充当“急先
锋”，总指挥是运筹帷幄的四川省。

四川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皮亦鸣表示，
2018年，我省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10.5%，整体
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未来，
四川规划重点打造成都、德阳、自贡三大装备制

造基地，大力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制造的转型升
级，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推动全省的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智”慧碰撞 看观点交流

高峰论坛是本届博览会的主导活动。论坛
上，来自政、产、学、研、用各界人士组成了“最强
大脑”，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言献“智”。

（下转2版）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肩负
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使命。其中，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四川环境保护与
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部分。

10月23日，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与
南充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四川省农村节能
环保技术装备对接会”在南充召开。本次活动
以“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来
自政府、企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农村节能环
保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关键词：技术引领
先进装备琳琅满目

对接会现场，各类农村节能环保技术装
备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这款微光智能发电系统，无需电缆、电
压器及配电箱，依托纯天然自然光实现 365
天持续发电，属于清洁能源衍生产品。”四川
万合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推广负责人张述
琼告诉记者，该产品0污染、0碳排、0能耗，已
在全国多地的路灯照明领域落地使用。

另一边，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公司的
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设备也吸引了不少观众
驻足询问。“该设备用于田间管网中水、肥料、
药的使用，是当前我们主推的第三代产品，在
前两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定时、定量、轮灌的控
制功能，可以控制 128个阀门。”该公司西南
片区总经理李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阀
门可以满足80亩地的灌溉需求，那么一台第

三代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设备，可以满足 1
万亩晚熟柑橘的灌溉需求”。李庆告诉记者，
这台设备节约了 70%左右的人力，能有效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记者了解到，本次对接会吸引了近60家
节能环保优秀企业前来参展，并现场进行了
先进产品、技术展示对接、服务推广等活动。

四川省节能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亮告
诉记者，此次参展企业主要为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大气水质检测、资源综合利用四大类。

“此次不少参展企业的技术水平行业内领先，
很多都属于自主研发，体现了我省节能环保
产业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袁亮告诉记者，当前，农村污染治
理呈现分散、量小、不易搜集的特点，此次参
展的不少企业带来了小型、成本低的产品，适
用于一家一户或者一村一镇，非常适合在农
村进行推广。

对接会现场，5 家节能环保装备企业与
地方政府、企业进行了项目签约，共同探索节
能环保设备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

关键词：绿色发展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做好农村污染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次对接会的主
题“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一样，“绿
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是本次对接会上的高
频词。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高云虎在会议现场作题为“培育发展节能环
保产业 助推绿色产业精准扶贫”的演讲，他
强调，节能环保装备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生
态循环农业等一并引入绿色扶贫产业范围，
利用节能环保产品的生产为贫困人口提供就
业机会的同时，实现对生态的保护利用。

对此，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
黄灵也表示：“大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节能环保装
备，在推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维护好农村良
好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事实上，近年来我省将节能环保产业纳
入全省“5+1”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农村
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据黄灵介绍，今年1-7月，全省节能环保
产业规上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1248亿元、同
比增长 9.7%，利润总和 77.4 亿元、同比增长
27.8%，全省节能环保产业特别是农村节能环
保装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对此，南
充市委副书记古正举表示，今年，南充市节能
环保产业产值将突破 40 亿元，以新能源汽
车、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低碳为重点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将突破300亿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下一步，我省将从政
策支持、骨干培养、示范带动、技术攻关、技术
推广等方面发力，力争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
更多的先进技术、装备和产品，为补齐农村资
源环境短板、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作出更
为重要的支撑。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唐千惠/文 鲍安华/图

德阳前三季度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90.3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刘蓉）10月 23
日，记者从德阳市统计局获悉，前三季度德阳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1790.3亿元，总量居全省第3
位；同比增长 7.9%，比全国（6.2%）高 1.7 个百分
点，比全省（7.8%）高 0.1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2
位。在七个区域中心城市中，总量居第 2位，增速
居第 7位。第一产业增加值 188.7亿元，同比增长
2.7%；第二产业增加值874.3亿元，同比增长8.8%；
第三产业增加值727.3亿元，同比增长8.4%。

据悉，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8.8%，比上半年（8.5%）、1-8月（8.7%）分别加快
0.3、0.1个百分点，比全国（5.6%）、全省（8.2%）分别
高 3.2、0.6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 16位；全市轻
工业增长7.2%，重工业增长9.6%，重工业比轻工业
快2.4个百分点；五大传统产业均实现增长。机械行
业增长10.7%；食品行业增长10.8%；化工行业增长
9.7%；建材行业增长 2.0%；医药行业增长 1.6%；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12.3%，高于规上工业 3.5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19.4%、,高端
装备制造业增长19.1%，节能环保产业增长8.6%。

此外，前三季度，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727.3亿
元，总量居全省第3位；同比增长8.4%；全市完成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1%；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652.4亿元，总量居全省第6位；全市商
品房销售面积388.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8.2%。

全市进出口总额97.3亿元，总量居全省第3位；
同比增长18.8%，比上半年（11.7%）加快7.1个百分
点，比1-8月（15.1%）加快3.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
省第9位。其中，出口额74.6亿元，同比增长32.0%。

南充前三季度GDP同比增8.2%
增速站稳全省“一方阵”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记者 李国富）10月
21曰，记者从南充市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南充市经济运行
整体平稳，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高于全省、高
于区域，增速站稳全省“一方阵”。

经省统计局审定，南充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GDP）1680.71 亿元，列全省第 5 位，
川东北地区第1位；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半年
回落 0.3个百分点，列全省第 4位，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2.0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00.00亿元，增长
3.2%，比上半年降低 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
值 737.48 亿元，增长 10.3%，比上半年提升 0.5 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643.22亿元，增长 7.5%，
比上半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7.8:43.9:38.3，三 次 产 业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6.3% 、
62.4%、31.3%。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06.09亿元，
同比增长3.4%。初步统计：粮食产量311.5万吨，同比
增长1.4%。油料产量40.95万吨，同比增长2.4%；前
三季度肉类总产量33.28万吨，同比下降11.0%。

前三季度，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 556.9亿元、
同比增长9.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66户，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1.9个百分点，列全省第3位。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8.8%。1-8月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850.26 亿元、同比增长
11.8%，利润总额135.82亿元、增长16.9%。

前三季度，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1.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9 个百分点，列全
省第7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3.34亿元，
同比增长 11.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46亿
元、同比增长9.2%。

四川制定“国资十条”招才引智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周圆韵）近日，
2019年“美丽四川·创业天府”知名高校四川人
才活动周走进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举办两场专场推介招聘会。省国资委党委书
记、主任徐进应邀出席招聘会并与各位学子作
现场交流。

徐进介绍，为更好地吸纳以北大、清华为代
表的各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四川省国资委专门
针对应届毕业生制定了“国资十条”优惠政策，
重点围绕职位安排、薪酬待遇、后续培养、职业
通道等十个具体方面，明确提出了实实在在的
优惠政策。比如：在岗位安排上，博士生可直接
安排企业中层副职管理岗位或相应层级技术岗
位；针对高房价，专门明确“毕业生入职三年内，
企业应为存在住房困难的毕业生提供低于市场
价格的租赁房或每月给予住房补贴”；对毕业生
的培养培训提出了系统措施，包括建立工作导
师制度，定期组织表现突出的优秀毕业生到国
内外知名高校、大型企业、地方主干线进行学习
培训和顶岗锻炼，入职后工作表现突出纳入省
国资委掌握的企业后备人才，可作为省创新型
企业家后备人选培养对象等等。

经统计，参加招聘的 77户中央在川企业、
四川省属企业、市属企业现场累计收到简历
3102份，其中硕博士毕业生简历 2900份；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生简历855份；达成意向和
现场签约人数达1006人。

据悉，四川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推动四川
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顶梁柱、
主力军、排头兵。截至今年 9 月底，四川国有
企业资产总额由 2012 年底的 4 万亿元，已经
增长到 10.88 万亿元，稳居全国第 6，中西部第
1；资产规模上千亿的企业、营业收入上百亿
元的企业由 2012年的 5户、27户增长到 17户、
41 户；全省国有企业经济总量、上交税费、新
增就业人数分别占全省 30%、40%、50%左右，
国有企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更加突出。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 刘佩佩 刘
蓉）10月23日，作为2019四川装备智造博览会
的系列活动之一，“2019年四川省应急产业供
需对接大会暨配套对接活动”在德阳举行。本
次会议累计签约金额107.38亿元，并成功签约
两个公共服务项目。

本次活动主题为“加强应急产业供需对
接，加快应急产业集聚、开放、创新、高质量发
展”。首次由作为应急产业供给部门的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作为应急管理需求部门的四
川省应急管理厅和德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应急产业投资战略合作协议”
“数字应急产业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北斗地
理信息技术和服务产业化合作协议”“地震监
测预警产业化投资协议”“德阳市应急产业协
同创新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等多个应急产业
供需对接成果签约，累计签约金额达107.38亿
元，并成功签约两个公共服务项目。

四川农村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对接会聚焦农村节能环保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

打造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找差距 找办法 添措施

巴中全力推动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记者 何菊）10月 22
日，巴中市召开了2019年全市三季度工业经济运
行分析暨项目流动现场会。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
书记彭清华在巴中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并要求全
市工业系统进一步增强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自
觉性，争做巴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全力
推进巴中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会上获悉，巴中 1-9月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产值 462.5亿元，增长 8.2%。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26户企业升规入统。投资形势持续改善，1-9
月全市完成工业投资 99.66亿元，增长 6.5%；完成
技改投资 42.85 亿元，增长 30.1%。产销衔接形势
向好，30余家企业举办新产品发布会和订货会，
全市订单超过30亿元。

“要正视工业底子薄、基础差、总量小等短板，
要有危机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会上，巴中市
副市长王祥兵强调，全市经信系统要扎实有力推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要坚定信心、奋
勇争先，紧扣年度目标统筹兼顾、科学安排，要不断
加强学习，着力提升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攻坚克
难、勇于担当的自觉性，争做巴中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开路先锋。

巴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余斌表示，这是
一次总结会，也是一次动员会，全市经信系统将认
真传达学习好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巴中调研重要指
示精神，增强发展信心，全力推动巴中工业高质量
发展，坚决打好巴中工业发展硬仗。

“2019四川装备智造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昨日启幕

德阳以会为媒 引“智”入川

多个应急产业供需对接成果在德阳签约
累计签约金额达107.38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黄灵等了解企业产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