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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冬日的寒冷席卷成都，但成都
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却一片火热。

这是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的第二天，与寒
冷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场消费者买得火
热，参展商卖得火热，采购商合作洽谈也一片
火热。

自 26 日起，来自四川和全国各地的参展
商、采购商、消费者及媒体齐聚这场“四川造”
精品盛会，借由他们的力量，“四川造”品牌从
展会出发，叫响全国乃至全球。对此，记者专访
了本次展会的指导和支持单位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解析展会盛况，解读四
川消费品产业发展方向。

聚焦“四川造”精品 各方踊跃参展
“企业很踊跃，市州很踊跃，消费者也很踊

跃。”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以三个
“踊跃”描述了其对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的感受。

“本次展会聚焦‘四川造’，共计700余家企
业携 2000余个品类、上万个产品集中参展，产
品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盐业等 14个大
类。”该负责人说，本次展示的“四川造”均是优
中选优的精品，突出四川品牌和质量标准，是
从各市州推荐的产品中，选出的质量好、信誉
好、有品牌、有市场的消费品精品。

这次举办精品展有何深意？
该负责人向记者举了个例子，他说：“在布

展阶段，阿坝州的产品就被其他参展商订购
了，昨天在与内江的食品企业交流时，我品尝
了当地企业生产的花生糖，味道非常不错，但
平时大家只知道‘黄老五’，并不知道内江还有
一个‘赵老师’。这都说明四川的产品虽然好，
但品牌知名度还不够。”

该负责人说，本次参展的很多产品都受到
了媒体、供货商、渠道商的高度关注，说明四川
还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产品。同时，这样集中对
四川工业消费品精品展示是首次，为市州的产
品走出四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
大门。“通过精品展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四川
造’精品，进一步拓宽‘四川造’优质消费品市
场，叫响‘四川造’品牌。”

聚焦平台建设 推进转型升级
除了品牌推广，该负责人还阐述了精品展

的另一重要意义，即推动全省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

他说，在精品展上，消费者可以更好地购

物，同时一站式地把四川特产集中起来，也为
采购选择提供了便利。尤其是本次精品展聚焦
平台建设，为更多企业提供与终端消费者面对
面的机会，可以更好、更迅速地了解市场消费
动向及趋势，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更好地顺应
消费升级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制造业升
级、企业产品升级。”该负责人解释，消费品行

业是一个刚性需求的行业，消费需求不会消
失，只会升级，消费升级必将给行业发展带来
新的更大的空间和潜力。一方面是消费升级为
行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科技进
步为行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可能。

面对消费升级、市场变化的机遇，企业如
何抓住机遇，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以举办此

次精品展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顺应消费升
级，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方向，以创新驱
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持续推进实施消费
品工业“三品”战略，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和水
平，加快推进我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魏雯静 周圆韵）11
月 27 日，作为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的配套活
动，以“扬四川好物 享外贸优品”为主题的“四
川出口商品汇”项目专场对接会在成都世纪城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四川省商务厅指导，四川供货商商会、伊
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省市区
及各地州市相关部门领导，“四川省消费品精
品展”参展企业、采购商、服务商代表，大型跨
境电商服务平台相关人士等逾300人参会。

本次活动旨在加快推动四川工业消费品
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支持“川产、川造、川创”
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积极拓展“四川造”优
质消费品市场、持续培育壮大四川消费品工

业，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展示交易方式，“跨
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外贸新模式，构
建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发展新格局。

“四川出口商品汇”项目总规划打造面积约
40万平方米，由“三中心一场馆”构成：白酒博览
交易中心，面积约24万平方米；名茶博览交易中
心，面积约8万平方米；综合产品博览交易中心，
面积约7万平方米；精品展示厅，面积约1万平
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形象展示、文化
传播、品牌体验、大宗商品交易和终端消费（线
上线下融合）、数据管理、指数发布、供应链管
理、品牌孵化、会展经济、旅游购物、人才培育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展贸中心。

据悉，“精品展示厅”为“四川出口商品汇”

一期重点工程，面积约 1万平方米，以“集中展
示、统一管理”的经营模式，集聚呈现“四川好
物 外贸优品”。集“主题展示区、采购洽谈区、同
步直播间”三大功能为一体，其中主体展示区
分为名酒名茶、川味川调、服饰鞋包、家居家
纺、非遗工艺品、工业制造、高科技、医疗、应急
物资等板块。

“精品展示厅”将打造成为具有电商新技
术模式的展厅，实现“一品一码”，实现O2O营

销，搭建起实时动态智能化大数据促销服务平
台，增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升影响
力及传播。通过产业带故事、企业演讲、网红带
货等形式进行现场精彩展示与路演，充分展示
四川造的实力与魅力，打造“365天永不落幕的
川博会”。

“精品展示厅”预计在 2021年 1月初开馆，
同期还将举办“采购商对接大会”，入驻企业全
部享受免费政策。

四川经济日报讯 11月27日，四川省2020年
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省委书记彭清华
宣布开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讲话。

本次集中开工主会场设在位于成都东部新
区的轨道交通资阳线福田站建设现场。集中开
工前，彭清华、尹力听取了全省和成都市投资运
行、重点项目建设及轨道交通资阳线项目等情
况汇报。

省委常委、副省长罗文主持集中开工，并介
绍此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情况。成都市负责同
志介绍成都集中开工和主会场项目情况，自贡
市、攀枝花市、广安市、眉山市负责同志通过视

频连线介绍本地区集中开工项目情况。
尹力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支撑作用，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要
抢抓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实施等战略机遇，
建设和储备一批强基础、增功能、惠民生、利长
远的重大项目。要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等重点领
域补短板三年行动，加快实施一批产业项目和
重大科技专项、民生项目，积极拓展投资空间。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提升
专项行动，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营造良
好投资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压
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标准
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上午 10 时 20 分许，彭清华宣布：四川省
2020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今年以来，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稳住经济
基本盘，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紧紧围绕“投资唱主角”抓实抓细项目投资
工作，加快推动“两新一重”等重大项目建设，全

省经济运行呈现逐季向好、稳定恢复的良好态
势。此次集中开工的1730个重大项目，涉及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事业等领域，总投
资达8175亿元。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将为我省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
撑，为明年项目投资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
实基础。

本次集中开工除甘孜州外，全省19个市(州)
设分会场。省领导范锐平、王一宏、叶壮、杨洪
波、欧阳泽华，成都市领导王凤朝，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

（张守帅 胡彦殊）

内江58个项目总投资209.32亿
内江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成可带动万人就业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弘）11
月27日，四川省2020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内江分会场在中国供销·内江农副产品综合批
发市场举行。内江市参加本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
目共 58个，总投资 209.32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
32.28亿元。

按行业分类，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15个，总
投资57.29亿元；产业类项目22个，总投资68. 8亿
元；民生及社会事业类项目14个，总投资38.94亿
元；其他类项目7个，总投资44.29亿元。按投资主
体分，民间投资项目32个，总投资128.84亿元；政
府投资项目26个，总投资80.48亿元。

其中，中国供销·内江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项目建成后可容纳商家 1500户，年营业额约 80-
150亿元，带动万人就业。

总投资382.2亿元
南充集中开工105个重大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记者 李国富）11月 27
日上午，四川省2020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南充分会场）在南充临江新区中央活力区
空港新城举行。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05个，总投资382.2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94.8 亿元。其中产业发展项目
38个，总投资 113.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7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1个，总投资132.4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24.4亿元；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 25个，
总投资39.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2亿元；其他投
资项目 11 个，总投资 97.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2亿元。

全省2020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彭清华宣布开工 尹力讲话

顺应消费升级
“四川造”精品助力我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刘琳文/图

“四川出口商品汇”项目专场对接会在蓉举行
“精品展示厅”预计明年1月初开馆

“四川造”泡菜吸眼球

遂宁今年共实施
省市重大项目177个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记者 张琳琪）11月 27
日，遂宁市2020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遂宁高新区举行。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172 个、总投资 678.6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5个、374.6亿元。从投资额度
看，亿元及以上项目92个、5亿元及以上项目33个、
10亿元及以上项目17个、30亿元及以上项目5个。

作为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代表，中国电
子遂宁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0亿元，规划用地面积
约 41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启动约 242亩工业用
地建设，二期启动约168亩工业用地建设。建成后
将重点引进高端装备、高新技术、电子信息、高端
服务业等领域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将达 100
亿元。

据悉，2020 年，遂宁市共实施省市重大项目
177个，总投资312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15.3亿
元，1—10月完成投资517.1亿元，已提前完成全年
投资任务。

四川累计超19万家企业实现上云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 鲍安华）川渝中
小企业服务一体化云平台正式上线，“万企上云”
11个优质项目合作签约，2020年四川省企业上云
典型案例及优秀服务商获得授牌……11月27日，
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主题为“数字赋能保主体 合作创新促循环”
的 2020中国（四川）中小微企业云服务大会在成
都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叶定达、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袁冰、四川省信
息化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文涛、重庆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韩立春等出席大会，
来自全国 12个省市有关云服务行业知名专家学
者、生态资源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业界精英以
及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共计400余人齐聚一堂。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袁冰在致辞
中表示，大会的召开，为引领推进中小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了良
好的展示平台、合作机会和发展路径。下一步，四
川将发挥数字经济新引擎的强大引领和渗透作
用，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中小微企业
和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中小微企业走上内生增长、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轨道，加快提升中小企
业专业化发展能力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水平。

据悉，在四川企业上云中，成都综合节点标识
注册量达5.3亿条，标识解析量2136万次，四川累
计超 19万家企业实现上云，先后发布了“德阳工
业云”等 21个省级重点云服务平台，服务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等行业，上云服务以
成都平原经济区为中心辐射全川 21 个市州。同
时，四川数字普惠金融云，从产品上线至今，共计
新增销售收入超过 4000万元，新增税收超过 200
万元。

———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特别报道—四川省消费品精品展特别报道

共享大市场 共促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