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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以邑多盐井而得名；研，精美也。
千百年来，井研人在这片土地上，凿井

煮盐、生生不息……人们的日子过得“有盐
有味”。

近年来，在脱贫奔康的浪潮中，42 万
井研人发扬凿井煮盐的工匠精神，全力推
进体制机制、产业扶贫、特困帮扶等方面的
创新，乘风破浪，开辟出有井研特色的脱贫
奔康“新路径”，人们的日子过得比“橘”还
要甜。

2019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6761户
17505 名全部脱贫，10 个省定贫困村整体
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降为0。

路径一：
合力“联动”抓项目
助力“整体脱贫”

2020年 7月 13日，井研县召开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大会，吹响“决战三十天，打好
收官战”集结号、冲锋号。

县委书记熊建新在会上强调，要“用
情”解决好思想认识的问题，“用力”解决好
责任落实的问题，“用心”解决好作风漂浮
的问题。要从全面排查、全面整改、全面提
升三个阶段下功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

2000多名帮扶干部再次深入基层、走
村串户，全面排查；192 个问题，得到全面
整改……井研县脱贫攻坚已进入高质量收
官阶段。

走进井研县县委大楼，首先映入眼帘
的便是脱贫攻坚指挥中心。半墙高的液晶
大屏幕上，图文并茂地显示着该县的脱贫
规划图、脱贫占比、脱贫收官战进度表等相
关信息；可以查看井研县任何一个贫困村、
贫困户的基本信息；还能查看各村各户的
帮扶干部、帮扶计划、帮扶情况……

合力“联动”——是井研县精准脱贫工
作中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更是夯实
脱贫根基、助力全县“整体脱贫”的根本保
障。

健全帮扶体系，强化帮扶保障。全县健
全“五个一”“三个一”帮扶体系，县级领导
挂联督导15镇（街道），2534名帮扶干部与
6761户贫困户结对认亲，所有贫困户均有
1 名县乡干部结对帮扶，实现驻村帮扶无
死角无盲区。做实“百企帮百村”，全县 48
个村获赠资金 1416.5万元，30家企业帮扶
带动贫困户1536户，户均增收400元。

合力“联动”抓项目，助力“整体脱贫”。
近年来，井研县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头等大事，对标乡村振兴要求，锁定“三年
集中攻坚、两年巩固提升”总体目标，制定

“两年任务一年达标”作战图，累计投入各
类资金2.68亿元，实现贫困村路网全硬化、
水网全保障、电网全提升、网络全覆盖；全
面补齐非贫困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及公
共服务项目建设。脱贫攻坚以来，累计实施
的2216户农村CD级危房改造全部建成搬
迁入住；514户 1664人易地扶贫搬迁户已
全部建成搬迁入住，建成 6个易地搬迁聚
居点；落实县级财政资金 2040 万元，全面
解决 4200 户贫困户住房、用水、用电、电
视、生活家具等短板问题；整合涉农项目资
金 1200万元，实施贫困户“四改两硬”，引
导农户建设“四园”，1726户贫困户生产生
活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路径二：
“返租倒包”抓产业
助力“长效脱贫”

金秋时分，秋高气爽。汽车驶进井研县
集益镇晚熟柑橘现代农业园区，满眼翠绿，
一望无际；一棵棵柑橘树上，硕果累累；一
条条产业公路如“白练”般串联起园区的家
家户户；一个个控制阀和一根根管道在柑
橘树下整齐铺排、伸向远方……

正在园区察看柑橘生长情况的江林农
场技术总工左伯友，在手机上打开现代果
园多功能系统，远程操纵打药、施肥等等。
在江林农场的果园内，小型气象站、虫情警
报灯、土壤环境监测、视频监控等物联网设
备一应俱全……“智慧化”手段让 50 多岁
的左伯友一个人就可以管理800多亩的果
园。

“江林农场”仅仅是井研县集益镇晚熟
柑橘现代农业园区内众多农场的一个缩
影。园区内“小农场”现已发展到166户，承
包“小业主”达200多户。

创新“大园区+小农场”双团队发展模
式，推进“返租倒包”，深化“5+1”产业扶贫
发展模式……井研县探索出了增强“造血”
功能、助推“长效脱贫”的“新路径”。

先由合作社负责从村民手里“租”土地
“建园区”，然后再“返租”给“农场主”或“倒
包”给村民，实行“大园区+小农场”经营模
式。深化龙头企业等主体带动、股权量化、
代种代养、统价联销、异地入股和贫困户自
主发展“5+1”产业扶贫发展模式，让农民
群众变身为有“租金、薪金、股金、红金和补
贴金”的“五金”农民，实现人均增收900余
元。

井研繁盛杂交柑橘专业合作社副理事
长曾德权介绍说，园区采取“建”“管”分离，
分工负责。井研繁盛杂交柑橘专业合作社
负责“建园区”：扭转土地、种好橘树，建好

路网、水网、电网，推进园区“智能化”等建
设。四川井研繁盛超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管园区”：服务到田间地头；销售到全
国各地。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以集益镇为中
心，晚熟柑橘现已发展到 10万亩，打造成

“百里产业环线”。涉及 10个乡镇 49个村，
1.5 万户 56000 多人，其中贫困户 2400 户。
仅柑橘种植，就带动村民人均每年增收
1200元。

晚熟柑橘，现已成为井研县农业产业
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成为带动贫困户
脱贫奔康的主导产业。1986 年，井研县被
列为“全国优质柑橘生产基地”；力争在“十
三五”末，将“百里产业环线”创建成为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将井
研县打造成“中国西部杂柑之乡”。

以产业为支撑，助力“长效脱贫”。井研
县努力打造村村有产业、建园区，全县 10
个省定贫困村全部新建了柑橘、茶叶、蔬菜
等产业园区。力争到 2020 年，全县晚熟柑
橘建成30万亩，林竹及花卉苗木面积达到
50万亩，优质水产面积达 10万亩以上，有
机绿色蔬菜基地面积达到5万亩……产业
发展，必将助推贫困户稳定增收，“长效”脱
贫。

路径三：
“集中救助”抓特困
助力高质量脱贫

脱贫路上，决不落下一户一人。
如何破解“一人失能、全家致贫”的“痛

点”和“难点”？
井研县积极探索并建立了“集中供

养+居家救助”帮扶机制。2016年8月，井研
县依托县社会救助福利中心建设项目建成
了研城、周坡2个“脱贫幸福村”，在全市率
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重特大疾病患
者、重度残疾人、失能和半失能人员等特殊
困难群众实施集中救助。全县现已累计帮
扶414名失能半失能贫困农户，其中“集中
供养”110人。

来到井研县研城社会救助福利中心，
一幢三层一底的楼房前醒目刻着“脱贫幸
福村”五个大字，大门外两旁玻璃窗橱里，
张贴着该福利中心各管理人员、护理人员
以及入住失能贫困人员的情况介绍。

走进大门，只见“进得来、住得好、出得
去”几个大字在正门墙体上熠熠生辉。一体
化厨房、全科卫生诊所、多功能活动室、健
身房、阅读室等样样俱全。来到二楼棋牌
室，下象棋、打扑克、打麻将……老人们玩
得极为开心。 （下转2版）

线上，启动全国首个“AI+云博览平台”，打造永
不落幕的科技创新盛会；线下，对标达沃斯论坛、博
鳌亚洲论坛等高端论坛模式，紧扣当前产业发展趋
势和当下行业热点，展开观点交流与脑力激荡——

首设“云上博览”
第八届科博会呈现三大特点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记者 张宇）“一年之前的第七
届科博会硕果累累，38个国家和地区、687家参展单位带来
展出项目3235项、展品1万余件，助力绵阳签约项目53个、
金额678.10亿元。”“一年之后的第八届科博会看点满满，其
将首设‘云展馆’，把线下展览场景搬到线上，打破实体场馆
时空限制，打造‘永不落幕’的科技创新盛会。”……

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诞生的科博会，在各领域
播撒下了深度发展的种子，也为绵阳带来更多的发展经验，
续写着新的科技篇章。自 2013年创办以来，科博会已连续
成功举办七届，三次荣获“全国十佳品牌展会”称号。今年9
月21日至25日，将迎来第八届科博会。

记者获悉，此次科博会以“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为主
题，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人工智能
等产业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果及
产品，一批最新的“高精尖”技术将集中亮相；越来越多的

“国内首台”“世界唯一”将出现在展会中，科博会高新技术
成果交流和开放合作的平台作用愈发凸显。

本届科博会主要有 3个特点。一是将首次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展会模式，线上将打造全国首个AI+云博览平
台，建立“2020科博会云展馆”，设云展览序厅、国家高新区
建设成果展馆、中国（绵阳）科技城主题馆等，并举办云上中
国科技城投资推介大会。线下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举办开幕式和中国科技城创新发展论坛、新型显
示产业创新发展论坛、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这是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创新科博会举办方式，运用新技
术、拥抱数字化的全新尝试。

二是高端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线上展览将更加高端化，
将依托综合型开放式云展平台，运用R+视频新技术、AI及
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发布前沿科技成果、尖端科技产品，介
绍参展企业生产线、生产经营管理及服务模式等。线下论坛
将更具专业化，对标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高端论坛
模式，紧扣当前产业发展趋势和当下行业热点，邀请国际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聚焦新型显示、5G、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开展研讨交流。

三是办展会和促发展相结合。本届科博会将继续秉承
“会展搭台、经济唱戏”理念，线上举办中国（绵阳）科技城投
资推介大会，通过开展投资环境和项目推介、企业合作对接
洽谈、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对接洽谈、重点合作项目签约
等云上交流活动，力争推动一批高质量的项目签约、高质量
的企业落户，在共享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

另悉，从一展谋突破到一展汇全球，科博会已成为我国
成长最快、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科技盛会之一，也成为中国
（绵阳）科技城的一张“烫金”名片，绵阳从这里看世界，世界
从科博会更加了解绵阳。其充分展示了国际国内在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成就，充分展示了四川和中国科
技城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和美好前景。

全省认证宣传周暨检验检测机构
开放日活动在绵阳启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何羽佳）9月 15日，
四川省认证宣传周暨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启动仪
式在绵阳市举行。此次开放日活动主题为“认证认
可共铸四川质量，检验检测同绘强省蓝图”。

启动仪式由四川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绵阳市
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绵阳市市场监管
局、绵阳市科创园区管委会承办。来自全省部分市
州市场监管局、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管局、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检验检测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共
计200余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绵阳市和重庆市北碚区就进一
步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大川渝两地
认检监管领域合作和建立专家共享机制进行合作
签约。

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安全总监吴锐
在讲话中指出，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是市场经济
的“信用证”、质量管理的“体检证”和国际贸易的

“通行证”，在构建大市场监管格局过程中，充分运
用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手段，是实现公正监管、科
学监管的重要基础保障。

近年来，全省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行业获得
长足发展，已有51个区县开展有机认证示范创建
工作，有机产品获证企业达 1061家，居全国第 2；
已获批国家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6个（居全国
第1）、创建区6个，培育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15个、创建区 30个；已有 964家企业（组织）取得
售后服务认证；各类认证获证组织数已达 2.7 万
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获证机构已达 2300多家，
实验室面积达 33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 6.2万人，
2019年共向社会出具报告2300多万份，实现营业
收入135亿元。

启动仪式后，全体代表一同参观了位于绵阳
科技城的国家电器质量检测中心及部分驻绵检验
检测机构。

“此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发挥认证检测在
提升产品、工程、服务质量中的技术支撑作用，为
建设质量强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保障。”四川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德阳三季度
集中开工78个重大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闫新宇）9月14
日上午，德阳市2020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什邡市举行。德阳市委书记靳磊出席仪
式并宣布开工。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共计78个，总投资
339亿元，年度预期投资83亿元。项目涉及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事业及生态环保等多个领
域，项目体量大、产业关联度强、涵盖领域广。

在集中开工项目里，基础设施项目 18个，总
投资66.8亿元，年度预期投资17.0亿元；产业发展
项目 44个，总投资 167.6亿元，年度预期投资 34.2
亿元；民生事业及生态环保项目 5个，总投资 4.4
亿元，年度预期投资 2.7亿元；其他（房地产）项目
11个，总投资99.8亿元，年度预期投资28.9亿元。

什邡市在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中国雪茄什
邡创新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9.67亿元，该项目由
什邡卷烟厂易地技改项目、长城雪茄烟厂厅市共
建重点实验室建设、峨眉山纸品产业园、仓储物流
园项目、益川老坊项目共5个子项目组成。

什邡市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世兵介
绍说，中国雪茄什邡创新产业园，作为最重要的产
业支柱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什邡“一城两基地”的
主要产业项目，引领“一城两基地”高质量发展，预
计整个创新产业园产值将突破 150亿元，税收突
破100亿元，为什邡争创经济强县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橘乡古韵井研：脱贫奔康走出新路径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2020中国休闲度假大会
9月22日在遂宁启幕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 （记者 张琳琪）以“休
闲：美好生活新选择”为主题的 2020中国休闲度
假大会即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遂宁市举办，旨
在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休闲度假产业
发展的新机遇、探索休闲度假产业促进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新路径、凝聚各方共创休闲度假产业
发展的新动能以及为十四五时期休闲度假产业跨
越式发展提供新思路。

据了解，本次大会通过“一会、一展、一叙、一
语、一游、一研、一标、一例、一节、一书”十大核心
板块，全方位、多维度的解析休闲度假产业标准以
及未来行业转型升级机遇，并将以“遂宁生活”为
新休闲度假产业、新美好生活理论的实践样本，共
同分析休闲度假城市建设现状、剖析经典案例、探
索发展路径，倡导新的休闲度假生活方式，提升全
民美好生活质量。

此外，本届大会期间还将发布《2020 中国休
闲产业发展趋势报告》，并启动制定《城市滨水休
闲区服务质量》国家标准。

据悉，作为大会承办地，遂宁市还特别策划了
一系列与大会相关的配套活动，将休闲理念从会
场带到遂宁市民的生活之中。从9月20日开始，遂
宁市将推出一系列文化休闲惠民活动，并首次提
出“休闲娱乐季”概念，通过开展街头文化艺术展
演、组织千叶佛莲旅游节、露营节等活动让市民真
正享受休闲生活。

9月 15日，第 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
上海开幕。作为今年全国范围内首个线下举办的
国家级工业展会，本届工博会以“智能、互联——
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参展企业逾 2000家，
现场集中展示发布智能制造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开幕首日，四川就抱回两块重量级奖牌。中
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的 SDA1型交流传动机车
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白酒自动化酿酒设
备分别摘获“CIIF绿色节能奖”。

今年，我省从 67 家报名企业中优中选优，
20家在智能制造领域领先的企业脱颖而出，组
团出征工博会，其产品主要涵盖集成电路与新
型显示、智能装备、轨道交通、新材料等领域。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王建翔表示，参加工博会，我省带来了能够代表
四川最新发展成果的产品，向全国乃至全球的
行业企业和行业专家展示四川形象，展示“四川
制造”魅力。

深耕行业前端 装备制造定位高端化

一进入工博会四川展厅，首先就被中车资
阳公司的机车模型所吸引，三种颜色不同的机
车模型一字排开，引得往来客商驻足。

“中间这台红白相间的机车，就是本次获得
‘CIIF绿色节能奖’的 SDA1型交流传动机车。”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国际市场部项目经理唐
宁介绍，该机车是中国首台出口到发达国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交流传动内燃机车，
能与国外同类型机车同台竞争，今年还拿下了
近2亿元的出口大单。

定位高端化，中车资阳公司尝到了甜头，而
后企业又推出了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唐宁

说，该车型已在试验线运行几年，目前已进入市
场推广阶段。“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后，来自印度、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客商都对该车型非
常感兴趣。”

无独有偶，来自成都的川开电气有限公司
也以高端化定位产品制造。

在四川展厅内，一个彰显科技感的高端智
能 配 电 设 备 分 外 显 眼 。该 设 备 是 新 一 代

CMD190智能低压开关设备，此次工博会也是
它在公开场合首次亮相展出。

川开电气市场部主管徐锦介绍，该系统基
于数字化基因智能配电架构设计，内部采用了
集成式智能传感器模块，实现配电设备状态与
电量信息实时监测。在软件方面集成了川开电
气自主研发的本地智能配电系统、综合能源及
智能运维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

在设备运行全生命周期监控设系统健康状态和
预警潜在故障风险，提升供电可靠性的情况下，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运维指导；同时优化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能耗水平，节约用能费用。

由此可见，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化已成为四
川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前不久
印发的《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
提出，四川要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以航空
航天、核能及核技术应用、新一代轨道交通、清
洁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等为引领的高端装
备产业集群。

推动行业升级 传统产业瞄准智能化

今年工博会的获奖企业名单中，泸州老窖的
身影显得尤为亮眼。作为传统白酒生产企业，泸
州老窖瞄准智能化为企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节约人工成本约 75%、出酒率提高 5%-
10%、优质品率提升10%、吨酒水耗降低50%、吨
酒综合能耗降低35%。”问及白酒自动化酿酒设
备产品优势，泸州老窖设备维修车间主任聂增
远直接向记者抛出了一组数据。

聂增远说，智能化提升后，企业在节能减
排、提质增效方面的改善尤为明显。而这也正契
合了当前例行勤俭节约的社会新风尚。

据了解，自 2010 年开始，泸州老窖在深入
解析传统生产工艺及发酵原理的基础上，继承
传统工艺精髓，将仿真技术、自动化技术、在线
检测、工业机器人、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等技
术应用到白酒生产过程中，加快推进酿酒自动
化、智能化建设。目前已实现酿酒生产过程包括
润粮、拌料、上甑、摘酒、出甑、摊晾、加曲等的全
自动化操作。 （下转2版）

川企出征工博会抱回两块重量级奖牌

并蒂花开 解析“四川制造”魅力密码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刘琳 鲍安华 文/图

9月15日，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建
翔了解泸州老窖智能化酿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