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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五年间——四川工业“十三五”发展成就巡礼系列报道之三

去年12月四川CPI同比下跌0.2%
受春节影响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8.8%

技改赋能 四川工业
“改”
出发展高质量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杜静
“五年间，全省工业投资预计超 4 万亿元
……”
“五年间，全省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累
计完成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超 7500 亿元
……”
“从厅领导，到市州局领导，从相关处室负
责人，到基层工作人员，大家都把服务做到前
面，
主动联系企业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小寒时节，成都第一场雪。窗外，雪花纷飞。
窗内，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着
“十三五”以来，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
发展的历程，在这些历程中，有亮眼成绩，有强
力支撑，
更有充足底气：
“十三五”以来，四川工业聚焦“工业挑大
梁、投资唱主角”，坚持把技术改造作为优化投
资结构、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提高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安全的重要抓手；
“十三五”以来，四川工业狠抓投资促进和
项目建设，
为加快构建“5+1”现代工业体系和推
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为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工业力量；
“十三五”以来，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
投资增速均超全国平均水平，投资规模位居全
国前列、稳居西部第一。
……
一张绚丽的成绩单，在娓娓道来中变得清
晰可见。

2020 年，四川五大支柱产业投资预计增长
8%，
投资总量占工业投资比重超 70%。
“十三五”期间，四川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等先进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 10%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增长约 15%，均高于工业投资增速，
成为制造业发展主动力。
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成绩亮，
“亮”
在发展格局更广。
五年来，随着多个协同联动项目落地，一大
批成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仅 2020 年 4
月到 7 月，四川就有包括资阳、广元、宜宾、内
江、德阳、眉山、泸州、自贡、南充等在内的 9 个
市州代表团，先后赴成都探讨深化合作或签订
相关合作协议。
五年来，
“主干”成都引领带动，工业投资和
技术改造投资总量占全省比重超 30%；
“ 多支”
竞相发展，绵阳、德阳、乐山、南充、达州、泸州、
宜宾等七个重点市（州）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
资总量占全省比重超 35%。
五年来，
“干”
“支”
协同联动的良好态势和成
果全面呈现。
成都、
德阳、
绵阳先后获得国务院工
业稳增长和转型成效明显通报表扬，
眉山加快推
动成眉同城制造业深化纵深合作，突出技术赋
能、金融赋能、人才赋能、环保赋能，签署一批先
进制造业产业链合作项目，
打造产业生态圈。
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成绩亮，
“亮”
在发展成效更显。
2020 年 1 月 15 日 ，国 内 首 条 投 产 的 长 虹
成绩亮
“5G+工业互联网”
智能电视大规模定制生产线
“亮”在结构更优，
“亮”在格局更广，
“亮”
第一台产品在绵阳顺利下线。
在成效更显
“十三五”期间，四川坚持引导鼓励企业利
四 川 工 业 投 资 和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成 绩 亮 ， 用大数据、绿色制造、人工智能等全新技术实现
“亮”在发展结构更优。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全省已建和在建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梁惠 记者 张琳琪 文/
图）1 月 12 日 12 时许，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一列 20
组集装箱满载机械配件、工业制成品、粮食等产品的
货运班列从遂宁西部铁路物流园缓缓驶出，途经重
庆至广西钦州，其中，机械配件将出口到东南亚国
家，
其他货物将海运到东北。
据悉，西部铁路物流园是遂宁现代物流发展中
的重点工程，铁路货运场站占地约 550 亩，共有 9 条
线路，其中货物线 4 条。设计吞吐能力 300 万吨，最大
吞吐能力 500 万吨。遂宁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首列
班列，
标志着遂宁对外开放向更高层级迈出新步伐，
必将为遂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注入新动力。
接下来，
该班列将实现常态化
开行，初期计划每月开行两班，逐步增开至每周一
班。
这意味着，
将有更多的“遂宁造”搭上陆海新通道
快车“走出去”。
启动仪式上，遂宁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口
岸物流办还签署了物流发展框架合作协议；遂宁高
新区管委会和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管委会签署了
物流园区框架合作协议；遂宁陆海新通道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和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陆海新通道运
营重庆有限公司、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等分别签署了班列运营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各方将
进一步加强物流通道建设、物流重点领域、对外贸易
等多方位合作。
据悉，
依托遂宁的区位优势，
货物通过公铁海多
式联运，经重庆至北部湾只需 72 小时即可出海，连
通东南亚乃至全球，
可降低物流成本 30%以上。

智能工厂（车间）200 余家，累计创建国家级和省
级绿色工厂 296 家、绿色园区 35 家、绿色供应链
6 家、绿色产品 62 种。

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提供中长期、
低利率、
简化手续
的优惠贷款。
2020年，
已为长虹集团、
攀钢集团等企
业发放技术改造专项贷款累计超30亿元。
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支撑强，
“强”
在激活民间资本。
支撑强
五年来，四川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
“强”在投资引导，
“强”在服务提升，
“强”
决定性作用，
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在民间资本活
通威集团累计投资超过百亿元布局高效晶
亮眼的成绩背后，
是强力的支撑。
硅太阳能电池产业，五年内开工投资超 20 亿元
四 川 工 业 投 资 和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支 撑 强 ， 项目 5 个，全部达产后太阳能电池产能将跃居
“强”
在强化投资引导。
全国第一。
据经济和信息化厅介绍，
“四川制定出台《四
五年间，四川工业民间投资始终保持中高
川省“十三五”技术改造指导意见》
《四川省企业
位快速增长，年均增长 7.6%，投资总量占工业投
技术改造投资重点领域导向目录》，大力实施产
资比重超过 65%。
品换代、
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等十大工程，
推动工
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规模、
质量不断提升。
”
底气足
同时，四川通过项目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 “足”
在新动能崛起，
“ 足”在传统动能发
直接支持 3400 余个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 力，
“足”在大项目聚集
带动超过 2500 亿元社会资金投向重点领域、重
点产业、重点项目。
“强”的支撑，也充足了四川工业投资和技
四 川 工 业 投 资 和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支 撑 强 ， 术改造投资的底气。
“强”
在聚焦服务保障提升。
四川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的底气足，
2020 年，总投资 210 亿元的泸州恒力产业 “足”
在新动能加速崛起。
园项目（一期）从开建到分批投产仅用时 4 个半
吉利沃尔沃、吉利乘用车等高端整车、新能
月，创造了“泸州速度”。恒力集团副总经理兼恒
源汽车项目落地四川，全省汽车产业基础和整
力（泸州）项目负责人王茂凯说，
“自我们进驻泸
车产量实现跃升；
州以来，就感受到了泸州营商环境的优越和相
投资超百亿的药明康德生命健康产业园项
关部门高效务实廉洁创新的服务。
”
目部分投产，四川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和创新研
除了营造投资环境，缩短投资周期，四川还
发能力有力增强；
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99.5%以上项目市、县
京东方成都 6 代 AMOLED 项目、京东方绵
属地审批。
阳 6 代 AMOLED 项目、中电子 8.6 代液晶面板
此外，
四川创新投融资模式，
协调中国银行四
等投资超百亿重点项目相继竣工投产，有力支
川分行、
交通银行四川分行、
成都银行等设立1600
撑五大支柱制造业营业收入总量突破 4 万亿
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贷款信贷规模，
专为全省重点工
元，
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1.4 万亿元。（下转 2 版）

一路向南 遂宁陆海新通道班列首发

宜宾工业总量迈上千亿台阶
宜宾市是四川省的工业重镇，拥有 33 个工
业大类，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白酒、化工、纺
织、轻工、建材、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以
轨道交通、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高端成长型
产业为新动能，以绿色食品、竹加工等为特色的
制造业体系。
“十三五”
期间，
宜宾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由 2015 年的 9.0%、全省第 12 位，提升至 2019 年
的 10.4%、
全省第 2 位；
规上工业利润总额由 2015
年的 197.7 亿元，
提升至 2019 年的 415.5 亿元、增
长 2.1 倍。
规上企业总数由 2015 年底的 622 户、
提
升至 2020 年的 879 户，总数居全省第 4 位，净增
长 257 户。同时，过去五年，宜宾工业投资超过
2200 亿元，
为工业稳定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何益伟说，过去五年，宜宾规上工业增加值
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稳定在全省“第一方
阵”，同时，2020 年，工业总量迈上了千亿台阶，
得益于坚定实施
“产业发展双轮驱动”
战略。
一方面，
宜宾通过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巩
固提升，五粮液实现集团迈入“千亿俱乐部”、股

2025 年我省营收过亿物业企业
将达 200 家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1 月 12 日，记者
从省住建厅获悉，
日前四川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
物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发展助推城市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的指导意见》。根据《意见》，全省将着力打造
“四川物业服务”品牌。到 2025 年，本省物业企业
营业收入上亿元的达到 200 家、上市的达到 5 家。
“这次《意见》的出台，
旨在进一步做大做强做
优我省物业服务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发挥物业服务业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建成宜
居四川的更大作用。”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意见》从大力推进物业服务业转型升级、提升服
务能力助推社区基层治理、夯实物业服务业发展
基础、强化保障增强产业发展动力等多方面来出
台举措推进我省物业服务业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四川有 2.6 万个小区，有 7633
家物业企业、45.3 万物业人。为做强我省物业服务
业，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省物业管理体制机
制逐步健全，
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持续提升，
物
业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培育壮大一批智慧和绿色
物业企业，
打造“四川物业服务”品牌，
本省物业企
业营业收入上亿元的达到 200 家、上市的达到 5
家；全省物业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 700 亿元；居民
小区业主自治组织活动与城乡基层治理有机融
合，
各级联动建设一批基层治理示范小区，
城乡基
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到 2030 年，力争全省物业
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

“四川造”
首艘出口游艇泸州试航

遂宁陆海新通道班列首发仪式现场

宜宾：构建千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世界消费品工业重镇
“十三五”
期间，
宜宾市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坚
实豪迈，成就显著。2020 年，宜宾市全部工业增
加值总量将突破 1000 亿元。进入“十四五”开局
之年，
工业总量居四川省第三位的宜宾市，如何
进一步抢抓“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机遇和“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等省级战略机
遇，
加快推动由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跨越？
宜宾市工业和军民融合局党委书记何益伟
表示，宜宾工业将深入贯彻中央、省重要决策部
署，紧扣 2021 年宜宾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和
2025 年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目标，
坚定不移
实施
“产业发展双轮驱动”
战略，
以高质量构建食
品饮料、
锂电、
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绿色能源化工等千亿级产业集群，
高质量推进优
质企业梯度发展，
高质量建设现代产业园区等为
重点，推动五粮液集团加快建成世界 500 强企
业，四川时代建成 1000 亿级企业，丝丽雅、天原
加快建成 500 亿级企业；建成 2000 亿园区 2 个、
1000 亿园区 3 个，
全力以赴加快创建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级示范
区，
打造世界消费品工业重镇。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1 月 12 日，国家
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
份 ，四 川 CPI 总 水 平 环 比 上 涨 0.6% ，同 比 下 跌
0.2%，较上月跌幅收窄 0.6 个百分点；1-12 月累计
上涨 3.2%，
较 1-11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0.7%。
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1.1%、食用油价格上涨 3.2%、
鲜菜价格上涨 9.4%、猪肉价格下跌 3.5%、禽肉类
价格下跌 9.5%、水产品价格上涨 0.3%、蛋类价格
下 跌 7.8% 、鲜 果 价 格 上 涨 2.6% 。烟 草 价 格 上 涨
0.4%、酒类价格上涨 2.9%。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中，鲜菜、猪肉价格当月
环比均有所上涨。
对此，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受持续低温天气影响，鲜菜、鲜
果的生产和储运成本增加，因此 12 月价格环比有
所上涨；随着春节到来，消费需求季节性增加，同
时饲料成本有所上升，猪肉价格环比由 11 月下降
5.5%转为 12 月上涨 8.8%。

份公司市值突破万亿“两大跨越”，丝丽雅集团、
天原集团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300 亿元，白酒、纺
织、
化工等传统特色产业在转型中实现了结构调
整、
产业升级，
支撑了宜宾市工业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宜宾市通过招大引强推动新兴
产业强势崛起，朵唯、苏格、极米、康佳等一批智
能终端品牌企业落地生根，引进凯翼汽车、奇瑞
新能源、奇瑞商用车三家整车企业，汽车产业蓬
勃发展，以宁德时代为龙头的锂电池产业链企
业 计 划 投 资 1000 亿 元 在 宜 宾 市 建 成 年 产
150GWh 的世界级新能源综合产业基地……宜
宾市智能终端、汽车、轨道交通、先进材料等新
兴产业从无到有、强势崛起，2020 年，营业收入
已占全市工业比重快速提升至 30%以上。

“十四五”
构建千亿级产业集群
工业兴，则宜宾兴；工业强，则宜宾强。宜宾
市加快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和成渝地区经济副
中心，
工业将
“勇挑大梁”。
何益伟表示，
“十四五”期间，宜宾市将持续
深入实施“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战略，加快创建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示范区。做大做强以白酒为主的 2000 亿
食品饮料产业，打造世界优质浓香白酒主产区；
以动力电池为核心的 2000 亿锂电产业，打造全
球最大锂电生产基地；以智能终端为主的 2000
亿电子信息产业，高水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以汽车、轨道交通为主的 1000 亿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打造全球最大的智能轨道
快运系统产业基地、西南地区重要的汽车产业
基地；以生物基纤维、电子专用材料为主的 1000
亿新材料产业，打造世界级生物基材料基地、全
国重要磁性材料基地；以精细化工、页岩气为主
的 1000 亿绿色能源化工产业，打造长宁—威远
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西南地区绿色化工基地。
同时，
大力实施
“千百亿工程”
，
到 2025 年五
粮液集团建成世界 500 强企业，四川时代建成
1000亿级企业，
丝丽雅、
天原加快建成500亿级企
业，
推动极米光电、
凯翼汽车、
朵唯云谷等发展壮
大为百亿级企业。
着力打造以三江新区为核心，
宜
宾高新区等为支撑的沿江新兴产业集聚区；
依托
南部资源县优势，
着力建设一批特色专业化园区，
打造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
（下转 4 版）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庞玉宇）1 月 12 日上
午 10 时，首艘“四川造”出口游艇在泸州市龙马潭
区双加镇松滩湖水库下水试航。该游艇即将出口
加拿大。此举不仅开启了我省建造出口游艇的历
史，
也填补了四川游艇行业发展的空白。
据了解，当日试航的游艇是四川布雷斯韦尔
游艇有限公司自行设计建造的 Commander27 豪华
游艇。
该公司是四川首家生产制造出口游艇的民营
企业，
也是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区主动承接长三角
地区产业转移，并成功落地的第一家企业。2019
年，项目落地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区，于 2020 年 7
月正式投产，
目前已完成 3 艘游艇的生产制造。
试航仪式上，四川布雷斯韦尔游艇有限公司
与四川港投集团下属的川南长江水运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昶通时代文旅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
同成立四川铂金瀚有限责任公司，并将落户泸州
航空航天产业园。
当日，
四川铂金瀚公司向布雷斯
韦尔游艇有限公司指向性采购 2 艘游艇，总价值
近 3000 万元，
将用于文旅项目的投资建设。
据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负责人介绍，
首艘“四
川造”出口游艇下水试航，
是泸州乃至整个四川游
艇行业发展的一个突破，
也是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
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见效的佐证。
同时，
出口游艇项目也将促进
泸州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推动泸州开放
型经济发展、
高质量发展。
此外，
该项目还将带动当
地文旅项目的实施，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甘孜格萨尔机场开通重庆航线
通航城市达到 5 个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向巴友珍 记者 杨琦
实习生 吴立民）1 月 12 日，随着飞机降落的轰鸣
声，从重庆飞来的川航 3U8175 航班在甘孜格萨尔
机场平稳降落，标志着 2021 年甘孜格萨尔机场新
开的首条航线首航圆满成功。这是甘孜在开通成
都、拉萨、厦门、昆明航线后，
开通的第 5 个航线。
该航线每周二、四、六 飞，重庆-格萨尔航班
于上午 11 点 15 分从重庆起飞，格萨尔-重庆航班
于中午 13 点 45 分从甘孜起飞。该航线的开通，将
会为当地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对两地经济、
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据四川甘孜格萨尔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主任德吉介绍，
今年甘孜格萨尔机场新增了重庆航
线，
以后还将开通北京、上海、深圳等航线。
通过开
辟新航线，
加快康北 8 县与外部省市交通运输一体
化建设，
立足发挥交通先行带动作用，
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
从而加快康北 8 县人流、
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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