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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2025年软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000亿元

成都加速迈向中国软件名城第一方阵
力争到 2025年，成都市软件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突破 8000亿元，跻身中国软件名城第一方
阵，成为世界软件产业重要的研发基地——12
月9日举行的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誓师大会暨

“蓉贝”软件人才计划启动大会上，成都发布了
《成都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19—
2025）》和《关于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
项政策措施》。

“三个阶段”助力
成都软件产业不断跨越升级

2018 年 ，成 都 全 市 软 件 产 业 主 营 收 入
3959.7 亿元，其中，软件业务收入超过 3000 亿
元，占全国总量的 4.9%，占西部地区的 42.7%，
全省的 96%，在全国 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
5。但成都仍存在龙头企业缺乏、系统解决方案
和技术转换能力弱、高端人才紧缺、参与国家专
项少等问题。

为更好的推进软件产业的发展，成都于日
前制定出台了《成都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2019—2025）》和《关于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按照“提质增效、规模跨

越、世界软件名城”三个阶段，成都将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不断提升成都软件产业发展水平和
综合竞争实力。

第一阶段，提质增效（2019—2020年）。围绕
产业生态圈体系化部署创新链和配置资源链，
聚焦关键技术突破、产品和业态创新、市场主体
培育三大任务，超前布局、攻坚克难，持续夯实
软件产业生态基础，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示范
带动提升核心竞争力，形成发展新动能。“软件
定义”的新业态成为软件产业增长的重要基础。

到2020年，世界500强、全球软件百强等知
名企业在蓉落户机构达 3家以上，全市中国软
件百强企业达 4家，软件业务收入突破 4000亿
元，年均增长约16%。

第二阶段，规模跨越（2020—2022年）。聚焦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化、智能化转型和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领域需求，持续提
升软件产业生态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示范效益逐步释放，促进新动能市场主体
加快成熟，软件赋能B（商家）端、服务C（消费
者）端成为软件产业重要商业模式，引领中国软
件名城第二方阵。

到2022年，世界500强、全球软件百强等知

名企业在蓉落户机构达 5家以上，全市中国软
件百强企业达 7家，软件业务收入突破 5500亿
元，年均增长约15%。

第三阶段，世界软件名城（2022—2025年）。
对标国际、国内先进发达地区，推动软件创新能
力、规模体量、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成功跨
入“中国软件名城”第一梯队，成为世界软件产
业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标杆城市。

到2025年，世界500强、全球软件百强等知
名企业在蓉落户机构达 8家以上，全市中国软
件百强企业超过12家，软件业务收入突破8000
亿元，年均增长约13%。

“蓉贝”软件人才评选
为成都软件产业保驾护航

扶持成都软件产业发展，既离不开高层次
软件人才的引领带动，也离不开千千万万专业
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保障和支撑。

为构建成都软件产业高质量的人才生态，
成都决定实施“蓉贝”软件人才百千万引育计
划：自 2019 年起，每年分别按“行业领军者（不
超过 10名）、技术领衔人（不超过 100名）、资深

工程师（不超过 1000名）”的层次评聘优秀软件
人才，多层次、多维度给予软件人才政策支持，
无疑将进一步激活成都软件产业发展活力，推
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按照相关要求，可以申报“蓉贝”软
件人才的对象为，在成都市注册企业，或在成都
市范围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或机构工作且签
订劳动合同6个月及以上，长期从事软件开发、
经营管理等软件人才。

成都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蓉贝”软
件人才评选重点聚焦网络信息安全、数字文创、
工业软件、地理信息、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
APP、5G、人工智能 9 个产业技术领域，以及软
件理论与算法、基础软件、平台软件、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应用软件5个软件技术方向，面向
23项重点软件技术的开发和经营管理人才。

日前，成都已完成首批软件人才评选工作，
此次大会公布了首批成都软件人才榜单，包含

“蓉贝”软件人才行业领军者 2名、“蓉贝”软件
人才技术领衔人28名、“蓉贝”软件人才资深工
程师和软件资深工程师 670 名，被评聘的“蓉
贝”软件人才者将享受成都市促进软件产业发
展有关支持政策。 （下转2版）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
弘 文/图）12月 8日，北京新发地·甜城味大
千故里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暨中国·资中新
发地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开工仪式在资中县
举行。这标志着北京新发地进入西南地区的
第一个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资中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位于资
中经开区，项目总占地面积248亩，建筑面积
19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 10亿元。项目业
态规划完善，是集蔬菜果品、禽肉水产、粮油

干货、茶叶中药、成渝名特优产品、甜城味特
色产品、酒店厨卫用品等交易区，同时配套冷
链物流区、分户式物流区、商务配套区、电子
商务区和检验检测中心、指挥调度中心为一
体的农商运营综合体。

资中县委书记曾廷富表示，项目建成运
营后，将极大地带动资中及周边地区农业转
型升级发展，必将为擦亮四川农业金字招牌，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带来
新的活力。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经营
百强”“单品大王”客商企业代表与资中新发地
市场签订了《首批入驻市场经营协议书》，部分
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客商企业代表与资中
县种植养殖企业签订了《产销对接合作协议》。

同时，来自资中当地及周边县市的 440
家种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积极
主动到场参加了本次产销对接活动，其中有
60 家种植农户还设置了专门的展示展销柜
台，展示展销内江名特优农产品。

酒业大咖专家齐聚泸州
共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记者 庞玉宇）12 月 9
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
发展高峰论坛在泸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名酒
企业、投资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形势下
中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会上，泸州市委书记刘强致欢迎辞。刘强表
示，中国酒业协会举办这次高峰论坛，为全国的酒
类企业提供了互相学习、交流合作、共商前景和举
措的平台，必将进一步强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创新力的行业共识，进一步推动中国
白酒产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需求
和高质量发展，开创更加广阔的前景。泸州将以此
为契机，学习各地同行的好理念好做法，大力推进
白酒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形
成千亿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为中国
白酒产业发展做出泸州贡献。

在主题演讲环节，围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将白酒生产线从
限制类中删除这一产业政策放开带来的变化、意
义，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书玉，泸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林兴，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作主题演讲。

在当天的论坛中，来自贵州茅台酒厂、宜宾五
粮液、泸州老窖、郎酒、舍得酒业、剑南春等企业的
负责人齐聚一堂，开展全国名酒企业对话、区域名
酒企业对话活动，解读政策、探讨白酒产业的发展
和未来。

自隆高速公路成自泸赤
与乐自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开工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但佳萍 记者 陈家明）
12月 9日上午，自隆高速公路成自泸赤与乐自高
速公路连接线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据悉，该项目全
长20公里，总投资20.5亿元。

据了解，自隆高速公路成自泸赤与乐自高速
公路连接线项目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9-2035）》乐自犍高速公路中的重要一段，起
于内江市威远县界牌镇以西跨威远河，与省道
207、省道305交叉后，止于贡井区桥头镇附近，接
乐自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20公里，总投资 20.5亿
元，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速度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4.5米，全线占地
2256 亩。全线设置大中桥 11 座、分离式立交桥 7
座、人行天桥及渡槽 9座、涵洞及通道 47道。匝道
收费站2处、养护工区1处。在羊子岭（与成自泸赤
高速公路交叉）、向家岭、农王、林过塘（与乐自高
速公路交叉）设置4处互通式立交。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成自泸赤与乐自
两条高速的互连互通，进一步打通自贡市与内江
市的交通连接通道，极大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有力加快内自同城化步伐。同时，该项目将与已建
成的成自泸赤高速、乐自高速和自荣高速，构成自
贡绕城高速环线，完善自贡市“四纵三横一环”高
速公路路网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引领发展的作用。

开工现场，记者还了解到，自贡市以“一环八
射”高速公路网为规划建设目标，布设8条高速公
路，总里程 382 公里，路网密度 8.72 公里/百平方
公里。目前，自贡市已实现县县通高速，预计到
2035年，实现每个区（县）至少2条高速公路覆盖。

五粮液入选
“中欧地理标志产品清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杨波）日前，中国与
欧盟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欧地理标志保
护与合作协定谈判，并将双方各275项地理标志
产品纳入文本协定附录。五粮液作为中国浓香
型白酒的典型代表和飘香世界的“中国名片”，
成功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产品清单”，获得欧盟
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地理标志是表明产品产地来源的重要标
志，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保护特色产品出口
的利器。该协定是中国对外商签的第一个全面、
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双边协定，对加强中欧经贸
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五粮液入选成为欧盟认可的中国地理标志
品牌，标志着中欧各界对五粮液优异品质及其
在欧洲及全球市场影响力的认可，将为五粮液
加快进入欧盟市场创造重要商机和更加便捷的
贸易条件，有利于五粮液进一步完善全球营销
网络，将这杯品质与文化俱佳的美酒带给全球
更多消费者。同时，得到素以食品监管严苛著称
的欧盟的认可，将进一步提升五粮液在欧盟乃
至全球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随着以五粮液
为代表的中国白酒更快走进欧盟千家万户，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酒为媒”在世界范围也将走
得更远。

一直以来，五粮液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和绣花功夫，“用心不计代价、用工不计成本、
用时不计岁月，去酿造每一瓶好酒”，先后于
1990年、2003年、2011年获得全国质量奖这一
质量管理最高荣誉，成为唯一三次问鼎这一奖
项的白酒企业。从 1915 年五粮液首获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金奖以来，五粮液演绎了百年世博

“百年金牌不倒”的传奇。目前，五粮液的品质
和品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正在“代
表中国、享誉世界”的世界一流酒业企业和著
名品牌。

米易规划建设10个现代农业园区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侯云春）日前，
记者从米易县获悉，为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助推该县打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该县规
划，到 2022年建设 10个现代农业园区，覆盖早春
蔬菜、晚熟芒果、早春枇杷、早熟樱桃、优质雪梨、
水产养殖等优势主导产业。

近年来，米易县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线，加快优化“三大产业带”，提升“五大特色产
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
系。出台了系列文件，并在县域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中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园区总体布局内
容，指导现代农业园区布局建设。丙谷镇小河流域
1.5万亩现代农业基地，种植着茄子、青椒、苦瓜等
特色蔬菜。依托得天独厚的阳光、水、土壤等优势，
该基地正在规划建设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草
场乡3万亩枇杷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每年枇杷上
市，这里总是客商爆棚。依托枇杷基地，该县整合
涉农项目资金800万元，县财政拿出2000万元，投
入草场乡枇杷生态园建设，打造集旅游景点、生态
采摘、休闲娱乐、民宿体验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
区。新山傈僳族乡千亩梯田和傈僳族文化，是当地
发展乡村旅游的“聚宝盆”和“金钥匙”，县、乡、村
通过打造旅游线路，目前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
次，收入1200余万元。

遍地开花的现代农业园区，鼓起了农民钱袋
子。2018年，米易县农业总产值达244473万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211元，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截至目前，米易县获评全省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创建县，被纳入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培育县、乡
村振兴规划试点县，“阳光米易”蔬菜入选省级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入选四川省首批十大优秀区域
公用品牌，该县撒莲镇入选2019年（全国）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名单，普威镇入选四川省第三批省级
特色小城镇名单，麻陇彝族乡中心村入选2019年
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投资10亿元 北京新发地首个西南项目在资中开建

活动现场

寒冬时节，天气虽冷，但犍为新型工业基地
上，到处都是一遍火热的生产和建设场面。

走进犍为凤生纸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建设工地上车来车往……公司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申群林告诉记者：“公司总投资 10亿元的
年产 12万吨生活用纸技改项目基本建成，预计
到今年12月底，10条生产线将全部投产。”

凤生纸业仅仅是犍为工业加快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随着乐山“一总部三基地”工业重
组和产业集聚，按照“三年大变样”要求，作为全
市工业“一总部三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犍为新
型工业基地，三年来，基地建设高起点规划、高
要求招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高速度推
进，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重规划强基建——
提升基地承载能力

犍为，古时因江河（盐）而称“金犍为”；今日
因岷江航电综合开发而打造“全省临港产业示
范区”。

岷江航电，乐山四个梯级电站中，犍为境内
拥有两个（犍为梯级和龙溪口梯级），而犍为基
地正处于这两个梯级之间，建设港口条件非常
优越。

思路决定出路，规划决定未来。犍为县因势

利导，从近期、中期、远期对犍为新型工业基地
做了高起点的科学规划。近期（2016 年至 2030
年），将以孝姑镇为核心区（20平方公里）、新民
镇板桥坝为支点（2平方公里），规划面积 22平
方公里；中期（2031年至2040年）规划面积50平
方公里，远期（2041年至2050年）规划面积将达
到 100平方公里。目前，近期规划总的控规已完
成，建成区面积达到2.48平方公里；2020年预计
建成面积将达到 5平方公里，工业总产值超过
200亿元；2025年预计建成面积达到 11平方公
里，工业总产值达到840亿元；到2030年预计建
成面积达到22平方公里，工业总产值达到1800
亿元。

产业上，基地重点发展先进装备（临港装
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新型建材）产业、以及 1
个特色轻工的支撑产业，构建“2+1”特色产业体
系。

基地孝姑核心区近期 20平方公里范围内，
按“一心两轴一带六区”进行空间布局和功能分
区。包括综合服务中心，交通发展主轴和次轴，
滨江休闲景观带，先进装备（临港装备）产业区、
新材料（新型建材）产业区、医药健康产业区、特
色轻工产业区、临港仓储物流产业区、生活配套
服务区“六区”。

如何将规划图变为作战图、实景图？
三年来，犍为县大手笔、大建设，强基固本、

筑巢引凤。

通往基地的进园大道(岷江二桥至孝姑永
平段)隧道左右洞项目正加快建设，孝姑核心区
内骨干道路、工业水厂、污水处理厂，新民板桥
园区污水处理厂加快建设；孝姑核心区孵化园
项目完成主体工程施工，生活配套服务区一期、
二期（安置点）项目进展顺利；孝姑核心区
110KV 变电站、新民 35KV 变电站及园区内
10KV电缆已建成投用。

三年大变样，犍为新型工业基地水、电
（气）、路等基础建设大干快上、初见成效，极大
提升了基地的承载能力，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重招商抓项目——
推动基地快速发展

筑巢引得“凤凰”来。通过退城入园和招商
引资，犍为基地已落地企业 11户，其中孝姑核
心区4户，新民板桥园区7户。截至目前，已形成
在谈项目 38个，总投资额约 375.5亿元；基地完
成签约项目55.87亿元，其中已开工项目投资额
达到49.17亿元，即将开工项目投资额6.7亿元。

以“项目”为抓手，推动犍为新型工业基地
快速发展。

落户基地孝姑核心区的 4 户企业，凤生纸
业12万吨/年生活用纸项目已投产，其余3户企
业正在抓紧建设。总投资 1.7 亿元占地约 60 亩

的犍为正源智能交通科技产业园项目，目前已
完成1号厂房钢结构安装、2号厂房地坪混凝土
浇筑，正在开展综合楼屋面柱梁浇筑，消防水池
模板搭建；总投资 11亿元占地约 700亩的乐山
高新区犍为基地静脉产业园固废项目，正在开
展场地平整和主体工程建设；总投资6.8亿元占
地约 300亩的乐山怡润精工欧拉钢结构装配式
建筑基地项目，目前已完成打围放线。

落户基地新民板桥园区的 7 户企业，辉宏
新材料项目和东承新材料项目已建成投产，其
余 5户企业正在抓紧建设。总投资 10亿元的四
川粤玻 50 万吨/年玻璃制品项目，正在开展第
一熔制车间施工和项目地块一、地块二回填；
6000吨/年搪瓷釉料项目已完成办公楼主体工
程施工，1#、2#车间已封顶；总投资约 7亿元的
中海宏创蛹虫草项目已完成场地打围，正在开
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总投资约 12亿元的北京
至瀚绿色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正在开展场地
回填；通力塑胶项目，目前已完成项目选址，正
在开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2019年，犍为经开区列入省级经济开发区，犍
为基地纳入浙江-乐山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园。

放眼未来，随着“一航一港两铁两高速三干
线”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构建，犍为定将向着创
建“全省临港产业示范区”的宏伟目标开拓创
新、砥砺奋进。

郭智伟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犍为：打造全省临港产业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