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9 年 8 月 6 日 星期二
编辑 唐恩龙 美编 赵磊 校对 胡玉萍

要闻
电话：
028-86641711 Email：
xwb93@126.com

600 余家厂商汇集

四川月饼文化节 31 日启幕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记者 8 月
5 日获悉，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烘焙专业委员
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商务厅、四
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等单位支持，四川省工商联
烘焙业公会、四川省市场营销协会主办的“第
19 届四川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节”将于
8 月 31 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本届月饼文化节汇集了 600 余家厂商，近
万种名优商品参展。
苏式、滇式、广式、潮式等中
华传统四大流派月饼空降蓉城，
包括香港美心、
元祖、爱达乐、南台月、中冠、天伦等上百个知名
品牌。为满足广大市民在中秋佳节更丰富的购
物需求，
本届月饼文化节还组织了烘焙、酒、茶、
各类优质肉制品、粮油、调味品、休闲食品、特色
农产品等名优商品参展。包括郎酒、五粮液、泸
州老窖等优质白酒品牌；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
进口红酒，以及宜宾碎米芽菜、宜宾燃面、内蒙
古亚麻籽油、德阳黄许鹿头蛋、思奇香手撕牛
肉、马边云雾茶、蒙顶山茶、内蒙奶制品、金川雪
梨、汉源花椒油、泰国榴莲饼、马来西亚咖啡等
国内外名优特产。
本届月饼文化节还将举办全国品牌月饼团
购节、优质白酒集团采购会、欧洲国际红酒节、
新马泰休闲食品节、中秋购茶节、特色农产品
节、大连海产节、海峡两岸烘焙大师裱花表演、
新冠大月饼千人品鉴会、七十华诞祖国颂市民
艺术节等“十大节中节”。

眉山出台 6 个实施细则
护航民营经济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设立 2 亿元应急周转资
金、1.2 亿元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企业引进高
层次领军人才，将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安家补
助……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眉山市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该市出台《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 6 个实施细则》，对全市民营企
业给予含金量高的多项政策支持。
《细则》从市场准入、融资扶持、财政支持、
营商环境等 6 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 108 条具
体政策措施。
为鼓励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民营企业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重点扶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
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该市设立 2 亿元应急周转资金，为符合条
件的民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续贷、跨行贷款转
贷等贷款资金应急周转，解决企业短期资金周
转困难。设立 1.2 亿元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所
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对
基金增资。设立 100 亿元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将
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发展前景的民
营企业纳入支持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细则》在每一条措施的落
实上，都明确了支持(实施)方式、责任单位、责
任科室及联系电话。
今年上半年，眉山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324.25 亿元，
占 GDP 比重 55.08%。 （文铭权）

富顺县持续深化
“放管服”
改革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许鹏 记者 陈家
明）今年以来，
富顺县持续有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
打造“富顺政务服务”品牌，
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一枚印章管审批”
“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
一次”改革持续深化。
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在线咨询、远程
受理、进度查询、监督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
服务范围覆盖县级各部门，
实现
县乡村“三级联动”。同时，积极探索开展“联合
评审、联合踏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
改革。
积极推进
“最多跑一次”
改革，
确认公布2019
年全县公共服务事项和
“最多跑一次”
及
“全程网
办”
“网上办理”事项清单。
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
类事项
“最多跑一次”
1428项占比91.48%；
网上可
办事项 1244 项占比 79.69%。
“最多跑一次”事项
和网上可办事项指标排名全市第一。
稳步推进“个体工商登记”
“三十三证合一”
“证照分离”
改革工作。
1-6 月全县共办理各类市
场主体设立登记 2195 户，
变更登记 1085 户，
注销
登记 861 户，
“三十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3280 个，
审批改备案 1106 件，实行告知承诺件 102 件，优
化准入服务件467 件，
惠及企业 1675 户。
全力推进“两个平台”建设，召开“12345”政
务服务热线和一体化平台工作推进培训会 4
次，培训人员达 500 余人次。1—6 月，两个平台
“群众满意度”
“办件率”
“最多跑一次”
“网上可
办率”事项等各项指标，
均居全市前列。

FF信赢天下世界格斗冠军联赛
在成都开幕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杜静）8 月 5 日上
午，
“FF 信赢天下世界格斗冠军联赛”在成都开
幕。
当天上午，
记者早早的赶赴比赛现场了解情
况，经过一轮轮淘汰赛之后，拳击运动员龙宇、
刘涛、陈孟远进入最终争夺联赛冠军阶段。
开幕仪式上，成都拳击协会会长刘春山表
示：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成都经济快
速发展，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体育事业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可喜景象，我们将严格落实市运会组
委会的要求，
创造公平、公正、热情、文明的竞赛
环境，
确保高水平高规格地办好比赛。
”
在几轮激烈的比赛后，龙宇取得“FF 信赢
天下世界格斗冠军联赛”冠军，
陈孟远取得亚军
名次，
刘涛取得季军名次。
据记者了解，
“FF 信赢天下世界格斗冠军
联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武术协会共同主办。

海子山项目致力打造中国高山森林湖泊养生天堂，王岗坪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有
望今年实现对外开放——

雅安：重大项目加速文旅产业发展“破局”
云雾山中绕，山在云上飘。7 月 29 日，雅安市
雨城区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现
场人头攒动，雅安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半
年经济工作会现场考察阶段的参会代表们，在
这里感受到了大项目的加速实施，对于一个区
域文旅发展格局带来的冲击。
“项目的定位高、实施快，体现了企业的信
心。”谈到海子山项目高标准的规划和大手笔的
打造，
雅安市委书记兰开驰的评价十分中肯。
“去年 9 月正式启动，目前已经累计实现投
资 2 亿元。”世外乡村（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彬表
示，海子山项目立足四川、放眼全国，致力打造
不可替代的中国高山森林湖泊养生天堂，企业
对此项目的前景非常有信心。
“雅安康养、破题之作。”陈彬说，海子山项
目最终将建成集康养、旅游、度假三大功能于一
体的世界级高山森林休闲示范基地，目标年接
待 100 万人，将带动周边及雨城区 6000 人就业，
拉动地方综合产值 20 至 30 亿元。
可以说，以康养、旅游、度假为核心的海子
山代表了未来雅安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个项目进展得这么快，没想到！”一位该

市某县区的负责人感叹道。来自全市各县区的
党政负责人和相关市级部门负责人在听了企业
的介绍后，
也不约而同地纷纷点头赞许。
与此同时，在雅安市最南部的石棉县，另一
个在全市文旅发展格局中有着重大意义的项目
——石棉县王岗坪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也在加
快建设之中，
并有望于今年实现对游客开放。
这个以打造“星空下的蜀山盛宴、云端上的
度假天堂”为目标的石棉县迄今为止投资最大
的文旅项目，集高山滑雪、观景平台、文化体验、
休闲度假于一体，
已于 2017 年开工
王岗坪项目是四川省重点项目、石棉县实
施“2467”旅游精品工程的重要龙头带动项目，
并入选“2018 年新纳入创建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名单(首批)”，建成开放后将打破环贡嘎旅
游环线现有格局，甚至对整个川西旅游都有一
定影响。
正如兰开驰在 29 日下午召开的雅安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所说，雅安有着发展文旅
产业的天然优势资源，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
迅速。2018 年，雅安旅游综合收入 320 亿元，在
地方生产总值中占比 15%，实现了连续 3 年 20%

的增长。
但要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全市的支柱
产业，雅安还需要更多有支撑力的大项目。雅安
至今没有一家 AAAAA 景区，全市没有一家投运
的五星级酒店，资源深度开发不够，存在文旅
“两张皮”
的现象，
80%的游客为一日游、过境游。
如今，海子山、王岗坪等大项目的相继启
动，正加速打破雅安文旅产业发展原有的格局，
也有望让雅安的文旅产业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发
展格局中，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说到大项目对雅安文旅产业发展格局的影
响，就不能不提一个对雅安未来发展有着不可
估量影响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雨名快速通
道项目。
据介绍，这个项目不仅大大缩短雨城区与
名山区、经开区之间的距离，提高区间通行的安
全性、可靠性，更加速推动“三区”同城化发展，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旅游接待空间，也促进了
蒙顶山景区与周公山旅游度假区和碧峰峡景区
之间的互通相融。
大发展需要大项目，大项目带动大发展。而
今，
重大项目正让雅安文旅产业加速“破局”。

在名山区中国蒙顶山生态旅游康养生态产
业园内，名山区委书记金武向现场考察的参会
代表们详细介绍名山区如何围绕“一山两湖”做
好全域旅游文章，建设成都大都市区康养休闲
目的地。园区内正在建设的蒙顶山世界茶都项
目，由云投集团下属的雅安市名山区茶都置业
有限公司投资开发，是蒙顶山生态旅游康养产
业上档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
原有的格局正在打破，
新的格局正在形成。
兰开驰表示，要将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全
市的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的幸福产业，关键还
要突出抓好大熊猫和茶文化两大国际文化品
牌，实现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天府旅游名
县等
“四个突破”。
到 2023 年，雅安将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翻
番”，入境游客人次“翻两番”，实现文化旅游供
给力、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四个提升”，形成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初步建成吸引力强、
认知度高和服务优良的以大熊猫为特色的国际
旅游目的地。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祥贵

紧扣
“大熊猫”
“黑砂”
两大 IP

8 月 8 日 川航将恢复成都至九寨沟航班

荥经打造
“森呼吸”之城

九寨黄龙机场（四川省交投集团提图）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淑蓓 记者 刘琳
实习记者 梁鹏）8 月 5 日，记者从省交投获
悉，8 月 8 日，九黄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恢复运
行的首条航线为成都往返九寨航线，由四川
航空公司空客 A319 机型执飞，班期为周二、
四、六（每周三班）。
航班时刻为：成都双流机场至九黄机场
航班号 3U8009，起降时间 10:20-11:20；九黄
机场至成都双流机场航班号 3U8010，起降时

间 12:10-13:15。复航前三班，川航推出成都往
返九寨特惠价格：
单程不含税 299 元起。
“8·8”九寨沟地震以来，九黄机场积极做
好灾后航线航班恢复工作，抓好设施设备维
护保养和人员教育培训，确保高原高寒地区
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以及员工队伍稳定。震
后至今，九黄机场在始终保持良好适航状态，
随时可以接收航班正常起降的同时，不断加
强保障能力建设，扎实推进设施设备更新改

造和服务质量提升，为迎接阿坝州灾后旅游
恢复做好充分准备。
9 月份，九黄机场还将恢复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成都-九寨航线运营，届时九黄机场航班
将增至每日一班，力争年内陆续恢复重庆、西
安、北京、上海、杭州等航线。九黄机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强航线航班开发，力争尽
快恢复其他航线运行，积极助推旅游市场复
苏，
助力阿坝州全域旅游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记者 程强）8 月 2
日，
雅安市荥经县召开文化旅游发展大会。
荥经
县委书记李蓉在会上指出，要以天府旅游名县
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抓手，以打造大
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 IP，打造中国黑砂城 IP 为
品牌，
全力打造大熊猫科普放归之旅，
探秘“森”
呼吸之旅、砂茶文化体验之旅。县委副书记、县
长古玉军主持会议。
此次大会的目的是为大力推动荥经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县旅游强县、
天府旅游名县、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大
会对全县文化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再审视、再谋
划、再部署。
李蓉表示，文旅产业是绿色产业、朝阳产
业、富民产业、幸福产业，是荥经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能、脱贫攻坚的
重要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全县上
下要深刻认识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大意
义，顺应文化旅游发展大势，加快生态文化旅
游资源优势转化，推动荥经文旅大发展大繁
荣，实现富民强县的目标，推动全省山区经济
强县建设。
李蓉指出，
要明确任务盯住重点，
持续用力
推动文化旅游发展部署落到实处，尽快启动云
峰山景区建设，
加快推进牛背山景区建设，
抓好
中国黑砂城建设。
李蓉强调，推动全县文化旅游大发展大繁
荣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荥经群众美好生活、
事关荥经转型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全县上下
必须坚持“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精神，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争创一流的精
神状态。
会上，相关县级领导安排部署了有关工
作，部分企业代表、有关部门、乡镇代表分别
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并对获得国家和
省、市表彰命名的文旅先进企业或个人进行
了奖励。

内江高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获评省级
“A 类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近日，四川省公布 2019 年度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考核考评结果。内江高新区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内江汉安孵化器）获评省级“A 类
优秀”
科技企业孵化器。
四川省对 116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开展
了 2019 年度考核评价工作。通过孵化载体申
报、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审核、专家评审、审议等
程序，其中 12 家企业获评“A 类优秀”，66 家企

业获评“B 类良好”，24 家企业获评“C 类合格”，
14 家企业获评
“D 类需整改”。
据悉，内江高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内江汉安孵化器）正在争创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目前，内江汉安孵化器已提交申报书，并
通过了专家现场考核。内江高新区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围绕“服务创业、孵化企业、发展产
业”的宗旨，出台 2 个扶持政策，建立党群、人
才、科技金融、科技咨询、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

等九大服务体系，完善“网格员、信息员、服务
员、技转员、辅导员”五大举措。目前，已累计孵
化企业 100 余家，毕业企业 25 家，有效促进初创
企业快速健康成长。
在运营模式上，
内江高新区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引入专业运营机构，开
启“政企共营”创新服务模式。以独特的运营模
式扩大区域影响力，有效提升了孵化器运营能
力，
吸引了大批有潜质的科技型企业落户。

宜宾发力对标管理改革 力促国企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记者 杨波）五粮
液聚焦核心单品，
实现品牌价值回归对标，
市值
从年初的 1862 亿元上涨突破 5000 亿元，涨幅超
过 160％，居行业第一。天原集团全面合作系统
对标，
积极寻求优势资源的强强联合，
为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加速度。新成立的宜宾市科教集团
以“五个工程”、
“四大保障”，
推进“双城”建设对
标……
8 月 2 日，记者先后走访五粮液集团、天原
集团、市科教集团，
发现宜宾市通过深入推进对
标管理，有力的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1-6 月，宜宾市属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增
速比成本增速高 4.8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为
18.7%，净资产收益率高达 6.2％，处于较高水
平。平台类公司则通过丰富筹融资渠道和金融
工具，
不断降低融资成本，
企业财务费用较去年
同期下降 28.4％。
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领军企业，五粮液
集团持续聚焦白酒主业，强化品牌。
“五粮液不
断强化其品牌战略，明确了五粮液‘1+3’以及
系列酒‘4+4’的产品战略，目前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朱忠玉介绍，
今年，
五粮液升级推出第八代经典五粮液，
同时
推出了超高端产品 501 五粮液，以提升五粮液
品牌的价值。此外，五粮液还开发国际化产品。
而针对产品同质化、普遍化的问题，
五粮液大力
整顿系列酒品牌，合计清理 73 款产品，增强了
系列酒品牌的清晰度。
作为传统化工企业，
天原集团围绕“对标世
界一流标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对标管理战略
目标，
以优势氯碱化工和新材料、新能源等主业
为对标重点，
瞄准一流企业进行对标，
推动企业
不断实现达标、超标、创标的持续提升。天原集
团党委副书记 、CEO 兼总裁邓敏说，近年来，
天原集团已成功与广州国光电器、江苏国泰合
作投资创建锂电正极材料，
和宁德时代、江苏天
华超净合作投资创建锂电产业锂盐关键材料，
和德美化工、广东莱尔合作创建金刚线制造企
业，
和博天环保公司合作进入环保产业。
目前天
原集团已成功引进 7 家 A 股上市公司合作投资
于天原集团在宜宾的“一体两翼”战略项目，十
三五期间，天原集团将完成面向未来新的产业

布局和结构优化的任务。
今年，宜宾大学城将新建成四川大学宜宾
园区（一期）等 3 所高校，启动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都学院宜宾校区（一期）建设。计划到 2021
年，实现全市高等院校达 10 所、在校全日制大
学生达 10 万人，建成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影响力
的留学生基地、科技创新基地。
宜宾市科教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一鑫
说，
“宜宾市科教集团将对标管理落到实处，紧
扣‘效率、质量、安全、环保、廉洁’五大要求，强
化‘资金、土地、人才、服务’
四大保障，
发挥科教
铁军艰苦创业、连续奋战精神，
以过硬作风全力
以赴推进
‘双城’
重大项目建设。
”
宜宾市国资委工作人员介绍，
宜宾在“层层
递进选标”
“因企施策定标”基础上，
宜宾市国资
系统正“紧扣发展对标”多措并举提升企业综合
竞争力。目前，宜宾以改革创新为前提，从三个
方面全力推进对标管理工作，一是开发特色优
势产品，
有效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二是优化管理
模式，着力实现降本增效；三是培育核心人才，
以创新为突破点增强竞争力。

自贡沿滩区逾 10 亿巨资
投入乡村振兴
四川经济日报讯 硬化的村道、干净的街
面、绿树成荫的广场公园、错落有致的农家院
落……处处是老百姓理想家园的体现。近日，
记者漫步在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詹井村，眼前
呈现的是一片乡村美景。据该村党支部书记李
建介绍，这都是区、镇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政治
站位，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美丽乡村建设、
三创攻坚战等有机融合，统筹安排带来的巨大
变化。
“我们一定要拿出狠劲主抓重推，努力成
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典范。”在沿滩区
刘山乡，乡党委书记易述茂说，今年，被列为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以来，乡党委政府举
全乡之力，积极带领各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
扛 起 担 子 ，纷 纷“ 走 出 办 公 室 、沉 到 一 线 干 、
打 个 翻 身 仗 。”目 前 ，工 作 开 局 良 好 ，成 效 明
显。特别是正在加紧建设的自贡彩灯之乡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项目总投资达 7.5 亿元，占地
1600 余亩，其中核心区域 300 余亩，主要以彩
灯产业转型升级为基础，利用刘山的区位优
势和原有农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优势突破
发展，形成企业兴旺、群众受益、地方发展的
新局面。
据沿滩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全区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奋力向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目标迈进，被农业农村部批准为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整县推进试点县。上半年，各级财
政“三农”投入 3 亿元以上，充分运用农村产权
抵押融资、乡村振兴贷款等融资工具全力招商
引资，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8 亿元以上，有
效保障了乡村振兴工作加快推进。
（刘 彬 陈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