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CHUAN ECONOMICS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44 国内邮发代号：61—6 http://www.scjjrb.com通用网址：四川经济网 今日4版 总第9762期 总编辑 李银昭 值班编委 苟邦平

2019年11月25日 农历己亥年十月廿九 星期一

欢 迎 搜 索 微 信 号
“scjjrbsced”或扫描二维
码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官方
微信。

蓬溪：立足绿色崛起 找准工业强县“门道”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小星 刘琳 张琳琪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者 庄祥贵）11月
22日，“宜宾港·雅安无水港授牌仪式”在宜宾
港·雅安无水港物流分拨中心举行，随着 30个
集装箱从宜宾港·雅安无水港起运，标志着雅安
和宜宾携手共建的“宜宾港·雅安无水港”正式
启用。

雅安无水港建设将直接降低雅安企业的物
流成本，提升雅安企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增强雅安在区域竞相发展中的比较
优势和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加快建设川西物
流中心的步伐。

同时，通过无水港将港口功能前移至雅安，
宜宾港将有效拓展业务半径和网络覆盖，为建
设四川第一大港夯实基础。这不仅对于参与各
方来说是一次共赢，也为推动川西、川南区域经
济协同发展贡献更多的“宜雅”力量。

当天，由雅安市人民政府、宜宾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授牌仪式，汇聚了两个城市的高度
期盼。

雅安市委书记兰开驰，宜宾市委书记刘中
伯，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邹瑾，宜宾市委副书
记、市长杜紫平出席并见证授牌仪式；两市人
大、政协的主要领导，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悉数到场见证。

仪式上，宜宾市副市长陈扬杰与雅安市副
市长苟乙权共同向雅安交建集团、宜宾港集团

的负责人授“宜宾港·雅安无水港”牌。两人在致
辞中均表示，宜雅水系相连、商贸之缘，使两地
具备共建无水港的天然优势和现实基础，双方
将密切协作，充分发挥宜宾港·雅安无水港的作
用。

破解雅安物流“卡脖子”难题
雅安作为川西重镇，是通往攀西、康藏的交

通要道，区位优势十分突出，近年来交通基础设
施飞速发展，高速与国道路网日趋完善，成雅铁
路客运也于今年初正式通车。但多年来物流手
段单一、成本居高不下，一直困扰雅安企业尤其
是生产型企业。

对此，雅安市交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漆
家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路运输的成本是每
吨每公里五六毛钱，而水运只有1毛多。”二者之
间的差距不可谓不悬殊。尤其是生产型企业的原
料和产品进出，采用水运会更加便利、低成本。

正因如此，雅安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始终寻
求建设无水港，实现通江达海、走向世界的目标。

2017年 11月 3日，在宜宾召开的长江经济
带航运联盟第一次会议暨推动长江上游航运物
流发展创新论坛上，雅安交建集团与宜宾港、重
庆港、南京港就四方共建雅安无水港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多年的夙愿距离实现仅一步之遥，这其中

蕴含着雅安市委、市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宜宾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更体现了宜宾港快速发
展、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

据悉，雅安无水港将设置海关等监督机构
以及货代、船代和船公司的分支机构，实现在无
水港内“一站式”完成中转、集箱、订舱、报关、报
检等手续，完成集散、中转、配送等业务，减少大
量中间环节，大幅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对雅安的工业企业而言，这是一个期盼已
久的大利好！”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曾毅
十分高兴地对记者说：“雅安有很多‘两头在外’
的工业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一直是‘卡脖子
’的难题，现在终于获得了实质性的解决。”

拉动川西辐射康藏 助推全域开放
“宜宾港·雅安无水港的战略意义十分重

大！”漆家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阐释：“无
水港立足雅安、辐射康藏、融入成都经济区、连
接川南经济区；通过宜宾港向东接入长江黄金
水道，直达重庆港、南京港、上海港等沿江港口；
向南接入西部陆海西南新通道直达北部湾港口
群接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通雅安与长江
黄金水道、蓉欧班列（中欧班列）通道、西部陆海
新通道、川藏铁路（公路）通道等物流通道，形成
沟通东西、连南接北的‘铁、公、水、空’四向拓
展多式联运物流网络。”

漆家华表示，通过与中铁联集和宜宾港的
合作，在雅安打造川西最大的物流集散地，川藏
经济发展的桥头堡，从而激活康藏地区的富集
储备资源，促进康藏区域与雅安区域开放型经
济协调发展，雅安与宜宾区域经济协作发展，拉
动整个川西地区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和外向型经
济发展，助推四川全域开放。

授牌仪式结束后，宜宾港集团和雅安交建
集团专门组织中铁联集智慧物流成都公司、雅
化实业集团、宝兴县汉白玉石材协会、芦山县纺
织协会等代表座谈并签订合作协议，雅安市交
通局、商务局、国资委负责人参加，为共同建好
雅安无水港吸纳各方建议。

中远海运、达飞轮船、中国外运、全球国际
货运代理、上港物流、民生轮船、长航天一物流、
太平洋物流等近百家国内外知名船运公司、物
流公司及上海港、重庆港等港口企业代表参加
了授牌仪式。这些企业期待与雅安无水港开展
合作，在将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延伸至雅安无
水港的同时拓展自身业务。

据了解，占地面积 360亩、估算投资 3.75亿
元的雅安无水港一期项目凤鸣物流园，已于今
年 7月开工建设。为了尽快破解企业的物流难
题，先期启动运营“宜宾港·雅安无水港物流分
拨中心”，待凤鸣物流园 2020 年底（预计）建成
投运后，物流分拨中心将迁入凤鸣物流园。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记者 胡智 陈
国盼 文/图）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
节活动期间，正值凉山彝族年，别具风情
的“彝家新年”吸引了大家关注的目光。

作为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活
动之一的阿惹妞民俗村寨彝族年活态展
演——丰收彝年，让前来参加戏剧节的国
内外的朋友、专家及媒体记者们近距离体
验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凉山味”彝族年，浓
浓的彝家风情让大家感受到凉山彝族文
化的艺术魅力。

据悉，阿惹妞民俗村寨是备受关注的
2017年央视鸡年春节联欢晚会西昌分会
场主演地，同时也是彝族风情旅游实景剧

《阿惹妞》演出场地，这里以彝族原生态村
落为背景，以火为主题，以彝族文化为内
容，融合现代演绎技术，实现了水火交融
视觉特效，是每一位来宾到凉山必到打卡
地之一。

阿惹妞和彝家小姐妹穿着漂亮的彝
族盛装在村口迎接远道而来的来宾，唱着
酒歌为来宾献上新酿的荞麦酒；村民们现
场演绎彝族原生态歌曲及彝族乐器；吃饭
时端着酒杯来到来宾身边唱敬酒歌；享用
完彝族美食，村民们邀请来宾围着锅庄跳
达体舞狂欢……阿惹妞民俗村寨彝族年
活态展演，打破了传统的舞台演绎模式，
打造近距离可触摸的演出模式，让来宾更
有新鲜感和归属感。

一对一“问诊”
大数据智能制造为工业产品赋能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 鲍安华）11
月 22日下午，在大数据智能制造会议现场，世界

“数据科学”之父、美国国家工程院(NAE)院士吴
建福正在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公司“问诊”，为
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遇到的难点和痛点提出解
决方案，促进智能制造为工业产品赋能。“这是
在大数据智能制造领域国内首创的高端会议，由
专家为以企业一对一服务，解决其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会长助理文杰
介绍。

作为 2019 天府宝岛工业设计大赛的重要配
套活动，会议吸引了来自四川的部分央企管理人
员、西南交通大学等部分高校教授参加。“吴建
福在工业工程与质量领域的建树，契合大赛今年
主题‘创新铸就高质量’。他研究领域与工业设
计具有一致性。”相关负责人介绍。会上吴建福
强调了大数据智能制造对工业制造具有重要意
义，他表示，未来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三者结
合，即数据分析、统计分析和用户分析。“利用大
数据与统计分析巧妙相结合，可以得到很多的信
息，这是对企业有直接帮助的，无论是降低企业
成本还是市场的扩张以及产品工艺的改进都会
有很大帮助。”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副院长钟晓兵
则希望能建立大数据制造、甚至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的常态交流平台，提升我国制造业智能发展趋
势的国际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培育我国大数据智
能制造领域的跨界人才。

廉政研究2019年学术年会
暨花城廉政论坛在攀枝花举行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侯云春）11月
23日，廉政研究2019年学术年会暨花城廉政论坛
在攀枝花举行。280余名廉政理论研究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纪检监察战线干部，从全国各地汇聚到
攀枝花这座“阳光”之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指引下，碰撞思维，交融理论与实践，共同探
寻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方
法路径。

主论坛活动上，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
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参会嘉宾任建明、倪
星、孟庆莉等分别作了论坛主题发言；纪检监察系
统实务工作者张平、朱云生、唐浪生等分别作了论
坛交流发言。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反腐败的实践探
索、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等分论坛和花城廉政
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 84所高校和廉政
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富有实
践经验的嘉宾重点围绕反腐败研究与治理、党风
廉政建设与政治发展、构建有效监督体系、权力配
置与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研究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本次论坛还面向全国征集论文 228篇，经论
文评审工作小组、省纪委监委、攀枝花市纪检监察
学会多次评审，收录专家学者论文 59篇、实务工
作者论文 57篇，分别集结成《理论论文集》和《实
务论文集》。

宜宾港·雅安无水港启用“宜雅”力量重塑川西物流版图

走进阿惹妞民俗村寨 体验“凉山味”彝年风情

9月初，第三届中国门业（蓬溪）会议在蓬溪
召开，全国门业行业协会、产业“龙头老大”等各
路精英集聚蓬溪，共商行业发展大计，共同制定
技术标准，传递最新的产业讯息。

截至今年10月底，蓬溪32户规上门业企业
实现产值 52.16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7.72%。

有资料显示，2018 年，蓬溪工业经济实现
“四个第一、一个第二”。即：工业总产值增速、技
改投资增速、工业投资增速和新增规模户数均
排名遂宁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遂宁全市第二。

今年 1-9月，蓬溪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稳定
保持 16%左右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8%,
在全市区县中排第三位。

以门业企业为代表的蓬溪工业逐渐崛起，
但在十年前，蓬溪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小县城，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层次偏低、增长动
力不足是压在蓬溪工业上的大山，寻求突破、找
到门路，成了蓬溪迫在眉睫上的关键。

建设新型工业县，蓬溪的门路在哪里？2017
年底，蓬溪县委、县政府首次提出“工业强县”战
略，明确了“追赶跨越，绿色崛起”的发展主题。
县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了“建设全省新型工
业化产业基地和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发展定位。

目标既定，蓬溪稳步疾行。
“要坚持对标找差距，把工业发展特别是新

型工业发展，继续摆在战略性、全局性位置，完善
园区基础配套，增强园区承载功能，不断优化存
量、扩大增量、提升质量，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蓬溪县委书记张智勇表示。
而今，这场关于新型工业县的追赶跨越还

在继续。
以平台拓展、产业培育、企业壮大、要素提

升、收入倍增“五大行动”为抓手，加快建设新型
工业县。蓬溪，这个立足绿色崛起的新型工业
县，正大步而来。

转型 小门窗也有大智慧

“现在我们马上又要发一车产品。”在蓬溪
四川美立方门业有限公司厂房内，满载防盗门
的货车整装待发，美立方办公室主任李学兵告
诉记者，现在每天都有七八辆这样的大货车将
美立方的各种门类产品运往全国各地。

这家始建于 2010 年的企业，以钢质门、防
盗门、防火门、木质套装门和各种非标门以及彩
钢新型材料为主导。今年已经生产 45万平方钢
木质、钢质门及防火门，产值3.1亿元。

如此大规模的生产量得益于美立方在智能
化生产线上的大量投入。自 2015 年以来，美立
方加大智能化生产投入，前后共投入 5000余万
元用于技术改造。

今年新上的智能化生产线更是企业的得意
之作。“以往这条生产线需要几十道工序，仅工
人就需要 70多人，现在我们 4个人就可以完成
70多人的工作量。”李学兵介绍，智能化生产线
的改造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同时标准
化生产，让产品质量更加稳定。

2018年，遂宁市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目标，支

持蓬溪县发展智能家居、绿色食品精深加工等
产业，建设全省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乡村振
兴示范县。

智能家居成为蓬溪向新型工业县转型的有
效途径。

随后，蓬溪县提出了建设“中国智能门都”
的新构想，制定了《蓬溪县智能家居产业示范基
地规划（2018-2025 年）》重点发展智能家居门
锁、家用安防终端产品，打造西部首个集生产、
研发、展示、销售、运营于一体的专业物联网智
能家居产业示范基地。

“今年底，智能家居同比增长达到20%。”蓬
溪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聂书明介绍，蓬溪拿出真金白银，大力推动门业
及配套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支持王力门
业等行业龙头加大研发力度，建成王力西部产
业园、鑫和智能家居产业园。

同时，将高新技术企业创建工作纳入“蓬溪
县科技创新奖励”范畴，鼓励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对创建成功的企业给予相应财政资金奖励，
成功创建耐德尔节能门窗、新新门业等门业企
业为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升级 小作坊变身大公司

走进四川耐德尔节能门窗有限公司的展厅
里，董事长何德平就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企业最
新生产的智能门窗。一台手机控制，家里的门窗
即可远程操作，门窗款式也早已脱离过去的单
一选择，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可以满足顾客对外

形的各种需要，各种色调、各种材质触感的产品
应有尽有。

“你看，这种新生产的门窗产品，不仅可以
向外打开，还能侧向打开。”聊到自家的产品，何
德平总是说个不停。

和宽敞的展厅一样，整洁的企业厂房内，一
台台先进的生产器械代替人工进行门窗生产。
很难想象，这家明年产值有望突破亿元的企业，
在4年前还是一个小作坊。

“在企业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产品可以卖到
遂宁市已经非常了不起啦，但现在我们生产的
产品已经覆盖了川渝两地。”在何德平看来，企
业规模的跃升，不仅拓展了产品的销售范围，企
业的发展眼光也早已不同。

聂书明介绍，蓬溪实施品牌创建工程，重点
扶持有规模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培育有市场、有
需求、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截至
2018年底，有 1家企业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
号，4家企业获得“四川名牌产品”称号，2家企
业获得“四川省著名商标”称号，5家企业的产品
获得国家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蓬溪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年产值首次突
破 20亿元、15亿元、10亿元、5亿元、3亿元的工
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60 万
元、40万元、10万元、6万元。对纳入县级年度目
标考核任务的市级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年
度目标考核任务的，每户企业奖励 2万元工作
经费，获得加分的企业再奖励1万元。鼓励企业
升规入统，对首次新入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户奖励5万元。 （下转3版）

阿惹妞民俗村寨彝族年活态展演

德阳市地方名优产品
推介大会召开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童登俊）11月22
日下午，由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德阳市农业农
村局、德阳市商务局、德阳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以“情系名优特，质信德阳造”为主题的德阳市地
方名优产品推介大会召开。德阳、成都有关部门负
责人及 10余家商协会负责人，150余家地方名优
产品及各产业优秀企业代表等共计260余人出席
会议。

会上，联塑科技、年丰食品、洋洋百货等来自
德阳市一、二、三产业的 13户优秀企业代表分别
就其优质产品或特色服务向来宾作了重点推介。
市建投集团集中发布了 2020年开工建设项目信
息，其中包含德阳市人民医院城北第五代医院等
重点项目 5个，涉及总投资 38.2亿元。会议现场，
杰阳商贸、剑南春集团、京东德阳馆等采购单位
分别与 10 余户名优产品生产企业签订采购合
同，涉及产品采购金额近 7亿元。

据悉，今年以来，德阳市先后开展了《2019年
德阳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2019 年成都德
阳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的申报评选，在德阳
掀起了创品培优的热潮，共纳入德阳 54 户企业
的 162类工业产品，同时建立起地方名优产品储
备库，纳入德阳 66 户企业的 175 类工业产品，涵
盖了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门
类，加速构建“5+5+1”现代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