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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分夺秒项目攻坚
跑出发展“加速度”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1月17日上
午，记者在阆中机场建设现场看到，百余台机
械设备、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三个作业面进
行施工。作为南充“100件大事”和阆中“10件大
事”之一的阆中机场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 2300 余亩，将新建长 26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一条，7000平方米的航站楼，8个机位
的站坪，配建空管供电、供水、供油等设施。项
目建成后，南充将形成“双机场”航空运输网络
新格局。

“我们制定了‘时间到天、任务到人’的施
工方案，确保机场建设工程大马力推进。”阆中
机场建设工程施工方负责人邹筱勇告诉记者，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 1亿多元，完成总工程
量的30%以上，预计今年年底可达到校飞条件。

另一方面，作为南充“100 件大事”和西充
“10件大事”之一的“南西田园新城”建设工程，
也正在如火如荼推进建设。从“荒地”变身“新
城”——道路纵横相连，公园绿植相映成趣，栋
栋高楼拔地而起……

西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范启龙表示，县级相关部门安排督导组全天驻
守现场，科学制定每天施工计划，确保项目推
进天天有变化、周周有进展、月月有新样。

此外，作为南充市“100件大事”和顺庆区“10
件大事”之一的华讯方舟天谷·南充智能信息产
业园项目一期项目同样建设正酣。“一、二期项目
正同步推进，其中一期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整个产业园预计2021年底竣工。”该项目甲方代
表蒲俣行介绍，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和施工安全，
一期施工队每天“两班倒”，加班至凌晨。

将视线转向南部县，记者同样感受到了推
进“10件大事”的“南部速度”。在南部县经济开
发区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园，只见一幢幢整齐
划一的厂房拔地而起，各企业的生产车间内，
处处是紧张繁忙的生产景象。

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园项目是南部县“10
件大事”之一——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工程的子
项目，计划 3 年内转移东部汽车汽配企业 100
家，总投资 100亿元以上，力争 5年内实现总产
值100亿元以上，形成汽车汽配产业链。据南部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东西部
扶贫协作产业园目前共完成 8栋厂房建设，其
他工程项目正全力推进，全部完工后将大幅提
升南部工业内生动力。南部县将以此为平台和
载体，使其成为东部企业转移的主阵地和对外
开放的主窗口。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底，南充全市
“100件大事”计划投资 1035.67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1141.69亿元，超目标任务10.24个百分点。
217个子项目中，达进度项目 180个、超进度项
目10个，跑出了南充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项目选择以民为本
交出惠民满意答卷

2020 年以来，南充全市上下紧盯大事干、
围绕大事转、扭住大事抓，推进项目快速建设，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营山县嘉陵江引水工
程、文峰污水处理厂（二期）、南湖特色商圈、赵
子河水厂、落下闳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等众多项目如期保质完工，惠及全市百姓，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

1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仪陇县“印象嘉陵
江·秀水长滩”湿地公园，微风拂过，成片的芦
苇随风摆动。不远处，三三两两的游客或追逐
嬉戏、或坐在椅子上闲谈，享受冬日的暖阳。

“印象嘉陵江·秀水长滩”湿地公园是仪陇
县“10 件大事”之一——江东片区水环境综合
整治的核心项目，总投资 5亿元，占地 2350亩，
纵深长 7公里，延外江修建格宾护岸 8公里，顺
内河坚固驳岸 13公里。2019年 12月，该湿地公
园正式开工建设。为了推进施工进度，仪陇县
住建局安排管理人员蹲守项目一线，每天现场
清点施工机械、工人人数，督促施工方加快施
工进度。施工单位精心组织，对施工方案、施工
计划、施工节点、安全措施等一一研究论证，选
择最佳方案。公园已于今年1月建成开园，成为
百万仪陇人民的“亲水休闲地、城市会客厅、文
旅新名片”。 （下转2版）

2020 年，乐山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0.5个百分点，增速全省
第 5位、排名第 7位；全市完成工业投资 311 亿
元、增速 36%，高于全省平均 26个百分点，居第
2位；完成技改投资 190亿元、增速 41%，高于全
省平均3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乐山力争工业增加值增速9%，高于全省平均增
速；全市工业项目总投资达 1380 亿元，年度投
资达 320 亿元；力争工业投资和技改投资全年
增速实现“双10%”的目标。

“坚持‘产业强市’发展主线，紧扣全市‘园区
建设提升年’经济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工业挑大
梁’发展理念。坚持‘建总部、育龙头、强集群、提
品质’四条路径拓展打造‘一总部五基地’，加快
构建乐山‘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抓好重大项
目的招商、建设和储备等，助推全市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十四五’把乐山建设成‘全省经济
副中心、成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起好步、开好局。”就 2021年的重点工作，乐山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勇如是说。

推动园区建设
重塑“一总部五基地”工业版图

“十四五”时期，乐山将拓展打造“一总部五基
地”。为此，必须科学制定“一总部五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重点编制好沙湾冶金建材产业基地和峨眉食品
饮料产业基地规划，并逐步完善飞地经济政策，建立

项目分类入园和共建共享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发展。
坚持把园区提升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主要抓手，推动资源、要素、政策等配
套向重点园区集聚，加快园区提质增效。加快构
建以乐山国家高新区总部经济产业功能区为核
心，以五通桥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基地、犍为装备
制造产业基地、沙湾冶金建材产业基地、峨眉山
食品饮料产业基地等为五大支撑的“一总部五
基地”，形成“1+5+N”工业空间布局。

重点围绕“园区建设提升年”经济工作主题，
建强总部经济，支持乐山国家高新区建设“一区六
园”，力争引进区域性、功能性企业总部20家；统筹
基地建设，聚力打造“中国绿色硅谷”，增强五通桥
绿色循环产业基地承载力；鼓励夹江县加快先进
材料产业发展，抓好碳纤维、医用同位素等项目；
支持峨眉山市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食品饮料产业
集群发展；鼓励犍为县加快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
设；支持沙湾不锈钢工业园区与市中区水口工业
园区联动发展，打造绿色建材产业基地。

加强园区建设，力争 2021年投入园区建设
资金 50亿元以上，新增建成区面积超 8平方公
里，工业集中度提高到79%，园区主营业务收入
突破2000亿元。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新创
省级特色园区2个。

培育优势产业
做强“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坚持“产业强市”，重点培育乐山“4+1”优势

产业。
抢抓“制造强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

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战略机遇，全力
打造“中国绿色硅谷”“西南不锈钢城”等。全面
落实《关于推进产业倍增加快工业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发展，全力推动“4+1”主导产业倍
增、工业跨越式发展，将工业经济作为乐山“产
业强市”的重要支撑力。

以光电信息、先进材料、绿色化工和食品饮
料四大产业为主攻方向，2021年四大产业产值
力争突破 1300 亿元。重点打造“中国绿色硅
谷”，推动永祥新能源高纯晶硅二期、通威股份
单晶拉棒切方、晶科能源单晶拉棒切方三期（切
片一期）、协鑫能源颗粒硅、协鑫集成电池片、保
利协鑫切片、京运通拉棒切方一期等支撑项目
建设，力争光电信息产业产值规模突破 500 亿
元。

同时，实施“数字乐山”行动，大力发展信
创、3D打印、软件、大数据等数字经济产业，推
动宝德大数据中心、数字经济产业园、交大恒通
3D打印等项目建设，推动“5G+”融合应用，力
争新增上云企业200家。

聚力项目支撑
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项目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硬核支撑。做好规划储备，抓紧申报审批，

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增添发展动能。2021年，乐
山已确定工业投资项目 279个，总投资 1380亿
元，申报列入省重点项目 30 个，总投资 416 亿
元。

抓好项目招大引强。坚持精准招商，着力
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匹配性和精准性；聚
焦龙头招商，坚持招大引强和招精引新双管
齐下；创新方式招商，推动形成全方位、宽领
域联动招商新格局。全力引进一批“553”企
业、技术龙头企业和配套生产型服务项目，力
争全年到位市外内资 650 亿元以上，完成进出
口总额 45亿元。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协鑫能源
10 万吨颗粒硅、永祥新能源二期 4.5 万吨高
纯晶硅及基于 5G 智能工厂、马边民主化工
产 业 园 、犍 为 东 西 扶 贫 产 业 园 、德 胜 钒 钛
1250m3 高炉产能置换、中建材特种水泥集团
总部和 PC 产业总部、福华 60 万吨有机硅及
副产物综合利用等一大批投资 10 亿以上项
目建设。

同时，培育壮大企业集群。深入实施企业
梯度培育计划，建立“微成长、小新高、高壮
大”的培育机制，分类指导，强化精准服务。壮
大一批主业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
大新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全国性、区域性的知
名企业。力争 2021 年新增百亿企业 1 户、“专
精特新”和高成长企业 10户、新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30户以上。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林立 记者 苟邦
平 文/图）近日，产于“中国绿茶之都”峨眉山
市的世界高山绿茶品牌“竹叶青”抢鲜上市。
至此，峨眉山市23万亩荼园进入春茶采摘关
键期，茶农们正与时间赛跑，打响了 2021年
峨眉山市“乡村振兴”的第一场战役。

今年，峨眉山市气温偏暖，茶叶比往年提
早出芽，2月18日“雨水”刚过，大好晴天的峨
眉山茶园便迎来了春茶采摘的旺季。“峨眉山
市大西南茶叶市场”自正月初二开市以来，每
天在此交易的茶商、茶农有400多人。干茶日
均交易量达 10万斤，销售额近 4000万元，预
计 3月份市场交易量将达到最高峰，交易额
有望超过100亿元，顺利实现春茶产量增加、
产值提升、茶农增收。

据悉，目前该市有 23万亩茶园，覆盖 12
个乡镇，78个村，5.28万农户；拥有竹叶青、峨
眉雪芽、仙芝竹尖等 20多个知名品牌，逐渐
形成了茶叶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一体化
链条；建成竹叶青生态茗园、仙芝竹尖生态
园、峨眉雪芽基地等茶旅融合景区，每年吸引
游客近百万人次。去年，峨眉山市茶产业综合
产值达 136亿元，“一杯茶”产业成为全市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力争2021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

乐山：加快构建“4+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南充：锚定“100件大事” 赋能“大城崛起”

峨眉春茶开摘

峨眉采茶忙

2月份全国制造业PMI回落至
50.6%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
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8日联合发布数据，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6%，低于上月0.7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尽管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
回落，但PMI已连续 12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
造业总体仍处扩张区间，经济仍在稳定恢复。

针对制造业景气水平的回落，国家统计局服
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今年春节
假日落在 2月中旬，假日因素对本月企业生产经
营影响较大，制造业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2.2%，较
上月微升 0.1 个百分点，表明大型企业保持平稳
扩张。中、小型企业受春节假日影响较为明显，
本月 PMI 分别为 49.6%和 48.3%，分别低于上月
1.8 和 1.1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
有所放缓。

我国人均GDP
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陈炜伟、邹多
为）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绍，我国经济总
量突破 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
1万美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

公报还显示，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502 万
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2.2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
达1.4亿户。

在科技方面，公报显示，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

《成都都市圈规划协同工作机
制》正式出台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日前从四川省推进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健全
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资 4市重大规划谋划、编制、
实施全过程衔接协同机制，全国首个都市圈规划
协同工作机制——《成都都市圈规划协同工作机
制》正式出台。

据了解，《工作机制》将进一步推动成都都市
圈和成德眉资 4市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重
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统一融合，充分发挥省市
联动、4市互动作用。其中，明确要求各成员单位
应按照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协同构建以都市圈发展规划为统领，国土空间规
划为基础，各领域专项规划、重点区域规划为支撑
的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成
都都市圈“1+1+N”规划体系。

其中，“1+1+N”规划体系的第一个“1”是指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第二个“1”指国土空间规
划，“N”指各领域专项规划和重点区域规划。

《工作机制》要求，该规划编制牵头单位在编
制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各领域
专项规划、重点区域规划时，应加强与国省“十四
五”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成都平原经济区相关规划等上位规
划的上下衔接。 （成讯）

计划总投资3989亿元

凉山确定2021年州级重点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记者 胡智）为进一
步做深、做细、做实项目的各项工作，加快项目实
施进度，并充分发挥重点项目示范带动和支撑引
领作用，近日，凉山州确定了 2021年重点项目名
单，筛选了乡村振兴及“三农”、工业经济、城市基础
设施、文教卫旅、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家园等六类共
110个项目作为凉山州 2021 年州级重点项目，计
划总投资398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16.8亿元。

其中，续建项目60个，总投资3442.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595.4亿元；新开工项目50个，总投资
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21.4亿元。110个州重点
项目中，22个乡村振兴及“三农”项目年度投资占
比为 9%，38 个工业经济项目年度投资占比为
51%，17 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年度投资占比为
8%，19个文教卫旅项目年度投资占比为5%，13个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年度投资占比为26%，1个绿色
家园项目年度投资占比为1%。

2月6日，在临江大道建设项目现场，南充
市顺庆区举行了重大项目开工仪式。作为2021
年省重点建设项目，临江大道既是贯穿临江新
区南北的城市主干道，更是一条产业大道。建成
后将实现“区域同城、产业同链、基础同网”，为
南充临江新区发展按下“快进键”。

2020年以来，南充市以“100件大事”构建项
目体系。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项目为牵
引带动地方发展。南充市委、市政府科学研判宏
观形势、国省政策、县域现状，对市辖县（市、区）
明确差异化定位，提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具有
影响力、带动力、辐射力的重大项目。南充市委
六届八次、十一次全会先后出台《集中力量抓好
100件大事为建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提供坚实基础的决定》等两个《决定》，建
立了领导小组、推进机制和衔接有序、接替有力
的重大项目库，构建了动态调整、互相协同的项
目体系，鲜明了以“100件大事”为核心推进项目
的工作导向。全市上下呈现出基础项目热火朝
天、产业项目集群引爆、民生项目全面推进的良
好局面。

“100件大事”构建项目体系支撑南充“加快
建设成渝第二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打造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加速构建南充大城
崛起的势与能。2020年，南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01.1亿元、居全省第5位，增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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