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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
春燕 李弘 文/图）4 月 4 日，刚到威
远县庆卫镇桃李村村口，记者就看
到，漫山遍野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
引了四面八方的“吃货”们前来采
摘。

桃李村是远近闻名的“樱桃之
乡”。村口停了不少轿车，游客驾车
从成都、眉山、宜宾、重庆、内江等地
赶来。水果商贩们早早来此收购，一
筐筐红彤彤的樱桃装上车，被运往
川渝等地。

樱桃的丰产期短，只有半个月
左右，加之当地樱桃皮薄汁多，不利
于长途运输和长时间保鲜，之前村
民们还担心樱桃的销路问题，不过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果农们根本不
需要把樱桃拿出去卖，游客和收购
者自己就来村里了。

桃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朝美介

绍，桃李村有樱桃约4000多亩，几乎
每家每户都种樱桃，去年整个村里
有十来户靠卖樱桃挣了3万多元，最
少的也赚了好几千元。

“我们庆卫镇一共有上万亩的
樱桃，主要集中在庆丰、桃李、庆安、
庆团四个村，其中以桃李村的樱桃
最多。”庆卫镇党委副书记潘安童介
绍道，从4月开始各村的樱桃阶梯式
逐渐成熟，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本
月20号左右。

庆卫樱桃基地是威远县重点打
造的现代产业基地之一。

目前，全县发展了无花果、茶
叶、樱桃、核桃、大头菜、白萝卜 6个
万亩产业和设施蔬菜、早仔姜、香葱
等18个千亩以上基地。

威远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分为低山、丘陵两大地貌。由于自然
资源条件差异，该县建设南北分区、

优势互补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在北部穹窿山区12镇突出生态

涵养，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扩大
茶叶、中药材种植规模，发展樱桃、
花椒、清脆李等特色经济林果，壮大
本地黑山羊等特色养殖产业，发展
穹窿旅游，做强穹窿旅游。

在南部丘陵 8 镇突出现代农业
融合示范，巩固扩大无花果、大头
菜、七星椒、早仔姜、设施蔬菜等特
色产业规模，做强镇西食品工业集
中发展区，打造国家级无花果主题
公园和4A级景区，发展乡村旅游。

威远县先后被评为中国无花果
之乡、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国家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布局县、国
家优质油菜生产基地县、国家瘦肉
型猪基地县、四川省现代农业（林
业、畜牧业）产业基地强县和重点
县。

威远建成6个万亩农业产业基地

我省农村能源建设扶贫专项
一季度到位资金7000多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魏雯静）4月
10 日，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厅获悉，为助
推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绿色发展，
农村能源建设扶贫专项再次被列为省委
省政府2018年扶贫专项，农村能源建设
扶贫工作蹄疾步稳，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截至 3 月底，我省农村能源建设扶
贫专项资金共到位7759.72万元，到位率
100%，覆盖 14个深度贫困县、35个重点
贫困县的24处大型沼气工程、91处新村
集中供气工程、2000口民族地区户用沼
气池全面启动，其中户用沼气池主体建
设完成 85%，沼气工程建设启动 100%，
比上年提前2个月，突破历年建设进度。

据了解，我省3月初召开全省农村能
源建设暨扶贫工作现场会，全面安排部署
2018年扶贫专项目标任务工作。此前，《关
于做好2018年农村能源建设扶贫专项工
作的通知》正式印发，全省各地将农村能
源建设扶贫专项作为农业部门的中心工
作统一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专门机构、专
门人员负责农村能源建设扶贫，确保农村
能源扶贫工作责任落到实处。此外，省农
业厅与各市（州）农业局签订了脱贫攻坚
目标责任书，将农村能源建设扶贫专项纳
入全省农业系统年度目标考核。

四川投入4700万元
支持全省社区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唐千惠）记
者昨日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近日安排
资金4700万元，用于支持全省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设备购置更新、社区信息
化建设等。

其中，安排资金 3500 万元，用于支
持 21个市（州）、147个县（市、区）的 230
个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更
新项目。安排资金1200万元，支持绵阳、
德阳、广元、遂宁、宜宾、广安、资阳、巴中
等8个市建设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
息平台。

记者了解到，根据去年底印发的《四
川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
划》，我省要大力实施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建设工程，新建 984 个城市社区服
务站及 300 个乡镇（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同时，“十三五”期间，我省城市社区
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要达到
60%，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覆盖率达到 30%。《规划》强调，到 2020
年，我省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将达到100%，每百户居民拥有的社区服
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50%。

另外，为大力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
我省计划从2018年起，分三年支持19个
市（州）（成都、攀枝花已建成）建设城乡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辐射川南面向全国
内江积极建设物流“大港口”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冯瑶 记者
毛春燕）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
悉，目前，内江渤商西部物流中心一期项
目建设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

据了解，一期项目涵盖“智能车源中
心、车辆综合检测中心、内江公路物流
港、川南公铁联运基地”四大板块，已投
入 3000余万元，预计 5月底完成厂房建
设和检测设备安装工程，12月底完成川
南公路物流港和公铁联运基地建设。

内江渤商西部物流中心项目总占地
约 1200亩，计划总投资近 20亿元，是内
江现代物流产业创新发展“一港三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内江打造的首个立足
内江、面向川南、服务成渝，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国际运贸体系的
智能化公铁联运综合性物流园区，是内
江对外开放发展的新窗口、新高地。

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占地
381.7 亩，投资 1.1 亿元，后期将加大投
入。整体项目建成后，可创造就业岗位
3000 个，实现年产值 24 亿元，年税收 1
亿元，成为辐射整个川南片区，甚至覆盖
全国的内江物流“大港口”。

阿坝县18年累计完成
退耕还林45500亩

四川经济日报讯（舒琼漫 记者 庄
媛）阿坝州阿坝县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
为目的，稳步实施退耕还林，防沙治沙，
带动了当地林业加快发展。

记者了解到，阿坝县自 2000年启动
退耕还林（草）工程以来，通过宣传退耕
还林政策、增强退耕户对退耕地的保护
意识、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及强化退
耕户的抚育管护意识等政策措施，进一
步巩固了退耕还林成果。

据统计，18 年来，该县累计完成退
耕还林 45500 亩。并根据该县的特殊地
理情况，全部实施为生态林，每亩每年按
照 260 元的国家政策补助标准进行兑
现。2000年至2017年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共投入资金 12931.46万元。其中 2017年
投入 377 万元。2018 年计划投入 182 万
元。退耕还林（草）涉及全县17个乡（镇、
场），62个行政村，6059户3.7万余人。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4
月9日，成都高新区与香港丘钛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成都西纬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三方拟合作共建

“丘钛-西纬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推
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在高
端装备制造和人工智能领域探索、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合作。

据悉，丘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
部位于中国香港，为港交所主板上市公
司、港股通成份股，是全球前三的摄像
头模组制造商和指纹识别模组制造商。
西纬科技是国内领先的移动平台计算
摄影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光学产品、影
像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优势，是四川地
区最大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

“丘钛-西纬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
将以有限责任公司模式运营，以丘钛科

技与西纬科技两个团队合作为核心进
行产业链整合。作为主要投资方，丘钛
科技和西纬科技将为实验室注资 1000
万美元，提供资金保障。同时，丘钛科技
(集团)还将基于自身的海外背景和全球
伙伴关系，在业务拓展及国际合作领域
给予全力支持。西纬科技则为实验室提
供技术支持，全面负责实验室的运营，
定期邀请硅谷、中科院、国内知名院校
专家学者以及库卡、FANUC、配天机器
人等行业著名公司参与到实验室技术
研究、业务拓展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丘钛-西纬智能制
造联合实验室”提出“精密仪器社区共
享”的理念，将精密实验仪器开放给区
域内其他科研企业使用，共同推动成都
高新区智能制造、计算机视觉、人工智
能行业的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第
七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将于 5 月 10
日至 13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本届茶博会以“川茶国际化·融合与
共享”为主题，设天府茶韵主题馆、四川
名茶馆、中国名茶馆、国际茶咖馆、茶器
具茶文化馆五大展馆，布展面积 50000
平方米。本届茶博会在突出品牌、提升档
次、专业化、国际化等方面都胜过往届，
全川11个茶产业主产市、国内20余个省
市 800余家企业参展，展示展销茶叶及
上下游产品，各类名茶、国瓷名器、华服
锦缎纷纷登场，高峰论坛、茶艺大赛、行
业交流等多项活动精彩纷呈。

组委会特别邀请了孟加拉、斯里兰
卡、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及地区茶企
参会，全国 20 多个省市 800 余家茶叶、

茶具企业参展。展示展销绿茶、红茶、黑
茶、白茶、青茶、黄茶等六大茶类共3000
多个品种，展会规模再创新高，稳居西
部第一，在全国茶博会名列前茅。

四川产好茶，好茶在四川。今年茶
博会，四川省首个省级茶叶公共区域品
牌“天府龙芽”和宜宾早茶、蒙顶山茶、
峨眉山茶、米仓山茶等四川主产茶区

“三山一早”公共品牌悉数加盟。巴中云
顶、达州富硒茶、纳溪特早茶、犍为茉莉
茶等地理标志和丰富的特色茶产品都
将得以充分展示；竹叶青、花秋、峨眉雪
芽等中国驰名商标茶叶品牌也将亮相
茶博会。此外, 成都、宜宾、雅安、乐山、
巴中、泸州、绵阳、达州、自贡、广元、眉
山11个茶叶主产区市，以及德阳、凉山、
甘孜等 10个非茶叶主产区市州组团参
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吴正琪 记者 李
洋）4 月 10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即日起，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加开一趟广
元至成都间运行的动车组，这是该集团
公司今年与当地政府合作首个新开行
的定制列车。

根据 4 月 10 日全国铁路新的列车
运行图安排，成都局将开行一趟成都东
至广元C6228次、广元至眉山东C6315
次、眉山东至成都东C6282次的动车组
列车，该趟列车由CRH3A型担当，全列
定员 610余人。其中，广元至成都东（眉
山东）的 C6315 次、成都东至广元的

C6228 次这段线路是成都局与广元市
人民政府合作开行的一趟定制列车线
路，这趟列车每天早上 8点钟从广元站
出发、晚上8点从成都东站返回，全程经
西成高铁运行最快仅需1小时40分钟。
这趟列车“朝发夕返”，可以有效解决广
元至成都商务通勤客流乘车的时间难
题，将进一步增强四川省北部城市群与
省会城市的联络与交流。据了解，成都
局集团公司此前已与遂宁、德阳、绵阳、
南部县、丰都县、石柱县等市县、区政府
签订了定制列车开行协议，定期定班开
行列车满足辖区内的人民群众出行需
求。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陶广汉 袁
敬永 刘洁 记者 常坚）仲春时节，记者
在眉山市东坡区各大工业园区看到，
无论项目建设现场，还是企业生产车
间，到处一派忙碌景象。据该区经信局
透露的数据显示：1—3 月，全区预计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70亿元以上，同
期比较增长7%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
预计增速 3.5%以上，完成工业性投资
19.5 亿元，其中更新改造投资增长
50%以上。持续稳增长、实现“开门红”
的背后，是该区依托三大园区、助力投
资拉动的超常之举。

做大园区不动摇。今年一开始，东
坡区就把市委“抓落实年”工作的重点
放在抓工业上，不仅提出一季度“开门
红”目标，更要求把“红”字贯穿全年，
以确保实现每季度乃至全年“红”。为
此，该区首先从业已形成的泡菜食品、
生物医药、机械电子三大产业入手，强
力推进中国泡菜城、眉山经开区新区、
眉山机械产业园三大园区产业集群打
造。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园区基础设施
投入 55亿元，建成区面积 19.5平方公
里，共入驻企业154户，工业集中度达

到70%以上。
唱好项目重头戏。围绕三大产业

补链、延链、扩链、强链招大引强，注重
在引进投资 100亿元的三元锂电池项
目、投资80亿元的再生医药产业园项
目、投资20亿元的沃可工业密封线项
目等“顶天立地”项目上下好功夫，力
争全年引进项目协议总投资 300 亿
元，其中到位资金155亿元。区上实行
重点项目“1+3”挂图作战机制，以总
投资 106.5亿元的 15个重点工业项目
为抓手，分头落实区领导和单位联系
项目制度，确保项目推进“实打实”落
地。到目前，已成功签约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项目、高端医药生产基地项目等
9个重大项目，计划投入112.6亿元。

与此同时，实施千禾年产 10万吨
酱油醋项目、茂华年产 3 万吨高档糖
果项目、吉香居年产 2 万吨乳酸菌发
酵泡菜项目等技改项目共 150 余个，
累计投资近 300 亿元。推进味聚特二
期、吉香居四期、艾克电缆、与美食品
等15个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为规模
扩张、提高产能打下了雄厚基础。

创新驱动增实力。实施吉香居等

30 户市、区骨干企业梯次培育计划，
新培育森科创药等7户企业成长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新盘活森欣等一批
僵尸企业，引导鑫统领等12户以上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该区企业还与
磁悬浮研究院西南分院等 40 所科研
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国家药效
评价中心等创新平台10余个，通过合
作技术攻关、开展新产品研发等，共转
化科研成果30余项，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10余亿元。

要素保障紧跟上。区上推荐 19户
工业企业申报直购电优惠政策，从而
帮助企业降低要素成本，去年全区年
用电量超过600万度的企业有4家。并
全力为味聚特二期通信、天然气杆管
线迁改等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扫除项
目障碍。此外，该区近期还拿出900万
元的资金奖励32户企业和企业“一把
手”，专门奖励企业主要负责人是今年
该区的创新举措。千禾味业公司除了
企业获得 100 万元的奖励外，该公司
董事长还获得了10万元的奖励，有效
激发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积极
性。

首提“共享实验室”概念
“丘钛-西纬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落户成都

广元至成都“朝发夕返”定制动车上线

六大茶类3000多个品种下月将亮相
第七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

依托园区 投资拉动

眉山市东坡区实现工业经济“开门红”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李帆 记者 杨
琦）记者从甘孜州经信委获悉，一季度，全
州省网统调电站上网电量50.06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2.97，创历史新高。全州省
网统调统分电站总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
千瓦，达到1119.83万千瓦，居全省第一。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生态能源产业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带动作用，今年
以来，甘孜州经信委主动作为、积极服
务，狠抓电力运行调控。及时掌握水电
企业运行突出矛盾和问题，争取省经信
委政策支持；协调落实12亿千瓦时扶贫
电量计划，帮助水电企业改善经营状

况；组织实施 2018年留存电量方案，统
筹处理丰枯矛盾，优先满足民生用电需
求，全力支持州内重点工业企业和“飞
地”园区发展；督促电网公司开展输电
线路隐患排查，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同
时，多种渠道专题反映全州电力外送通
道受限的情况，促进康蜀、九石雅等送
出改造工程尽早开工建设。

“预计全年统调电站上网电量将达
到 315亿千瓦时，增长 8%以上，发电利
用小时数同比提高 5%，生态能源产业
对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甘孜州经信委副主任唐林告诉记者。

甘孜省网统调统分电站
装机容量破千万千瓦居全省第一

商贩们收购樱桃，运往川渝等地

4 月 10 日，由成都市武侯区委、区
政府主办，武侯区新经济工作局承办的
首届“磨子桥新经济论坛”举行。论坛回
顾了该区在推进新经济发展工作中取
得的阶段性成效，展示发展新经济的优
势，并探索下一步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目
标、方向和重点举措。

武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此次论坛及战略合作，培厚新经济发展
沃土，促进创新要素资源聚集，推动新
经济快速发展，未来致力把磨子桥打造
成新经济的独角兽街区。

“磨子桥·新经济街区”品牌发布
引领新经济“武侯速度”

“磨子桥·新经济街区”品牌发布为
本次论坛拉开了帷幕。

据了解，武侯区将以重振“磨子桥”品
牌为目标统揽，突出创新创业和新经济发
展两大“融合”，“磨子桥·新经济街区”将
作为具体承载地，在未来新经济领域发挥
新功能和新动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区域
影响力和创新引领作用的创新要素聚集

地、新经济发展策源地、都市经济发展的
样板区。

值得一提的是，武侯区已经启动新
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根据企业不同
成长阶段，量身打造“青苗计划”“瞪羚计
划”“独角兽计划”，努力培育本土独角兽
企业。以“独角兽计划”为例，武侯区将采
取内生培育和对外招引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创新管理服务、提供应用场景等支
持措施，助推诞生一批呈指数级增长的
本土独角兽企业。未来，“磨子桥·新经济
街区”也将成为武侯的“独角兽街区”。

论坛上，武侯区集中表彰了成都京
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十大新经济领
军企业”，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等

“十大孵化服务机构”，并公布了2017年
度“武侯区十大新经济影响力事件”，展
现了创新发展新经济，加快培育新动能
的“武侯速度”。

打造“1+3+2”产业体系
逐步建成新经济高地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武侯区已经明

确了新经济发展 3 大阶段性目标：今
年，该区将初步形成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要素资源有效汇聚、新经济企业快
速成长的新经济生态圈；到 2020年，新
技术、新组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成为全
市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极核；到 2022年，
新经济生态圈的支撑作用更加强劲，
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环境更加完备，
新经济企业的聚集效应更加凸显，新
经济形态规模和竞争力显著提升，届
时该区新经济企业将发展到 6000家以
上，培育瞪羚企业 60 家以上、潜在独
角兽企业 4家以上、独角兽企业 1家以
上，成为全市新经济发展典范区、全省
新经济发展引领区、全国中心城区新
经济发展示范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新经济高地。

围绕上述目标，一方面武侯区提出
领先发展创意经济打造新经济特色品
牌，高端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流量
经济形成新经济优势领域，提升发展共
享经济、绿色经济做优新经济品质，打
造“1+3+2”的新经济产业体系。另一方

面，围绕文化创意体验、智慧城市建设、
健康医疗示范、消费提档升级，积极构
建武侯新经济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技
术、新组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落
地发展。同时，结合“繁荣东区、活力中
区、生态西区”空间格局，构建“3区+1
带”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推动全域新
经济发展。

武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
不断营造优质发展环境，为新经济人
才和企业创造最大发展空间、最好发
展条件，以一流创新生态促进新经济
快速发展。

签约“8大平台”
构建多维度要素支撑

如何围绕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
新经济核心要素，加强新经济资源要素
网络供给体系建设，为新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论坛上，武侯区签约新经济

“8大平台”，建立了“磨子桥新经济发展
服务联盟”，成立了“磨子桥新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院”。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武侯区新经济
发展生态圈，创造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
营商环境和生长环境，该区分别与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四川广电

“新经济基础平台”、中关村海淀园“新
经济信息服务平台”、成都高新技术服
务中心“新经济孵化服务平台”、深圳泰
智会“新经济产业加速平台”、顶呱呱

“政企服务平台”、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
络（ITTN）“技术转移平台”、九鼎天元

“知识产权平台”、智谷汇“金融服务平
台”等八大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深
度战略合作。这些平台将在技术保障、
企业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等多方面为武
侯区新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此外，武侯区还成立“磨子桥新经
济发展战略研究院”，并与各签约平台
共同发起成立了“磨子桥新经济发展服
务联盟”。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服务联
盟，将形成串联金融、技术转移、知识产
权、政企服务等资源要素的供给网络，
持续强化企业发展资源要素供给，优化
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珊

成都将在磨子桥打造新经济独角兽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