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消费品精品展广告在成都地铁滚动播
出；

四川消费品精品展线上馆在四川经济日报
官方APP《川经瞭望》上正式推出；

四川消费品精品展线上展将于11月26日—
28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
近日，一则四川造消费品精品展的消息频频

登上各大媒体，刷遍了四川人的朋友圈，所有消
息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四川造”精品好货来了。

四川是消费大省，也是消费品制造大省。伴
随着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四川大力实施消费品

“三品”战略，推进产品换代、生产换线、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不仅形成了门类齐全的14大类行
业，也培育了一批肉制品、精制茶、调味品等蜚声
在外的特色食品饮料产业。

近日，记者走进肉制品、精制茶、调味品等精
深加工业，一探消费升级背景下，四川企业匠心
烹制“川味”的独门之道。

聚“科技”之力
阔步迈向猪肉制品加工强省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中，四川不少企业成
为这场全民购买狂欢的“胜利者”，铁骑力士集团
是其中之一。

线上销售实现1.5个亿，天猫、京东同比增
长3倍以上，以及两个单品获同类产品销量第
一。作为四川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之一，铁骑
力士集团在这场狂欢中分到的“蛋糕”比去年更
多了。

“双十一”前两天，另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从
上海传回四川：“全国唯一！‘中国肉类罐头之都’
落户四川遂宁了。”这是遂宁肉制品加工产业的
荣誉，也是四川肉制品加工产业的荣誉。

这两则喜讯看似不相干。但记者发现，其决
胜的背后都源于有强大的“科技支撑”。

“科技支撑，促使我们技术设备不断升级，不
断研发出有竞争力、迎合消费升级的产品。”铁骑
力士集团运营副总裁邓先锋告诉记者，近年来，
他们不仅斥巨资进行产业链的数字化变革，还成
立了自己的食品研究院，和高校建立了院士工作
站，致力于把铁骑力士打造为中国高端食品领导
品牌。

与此同时，在科技的支撑下，遂宁实现肉类
罐头年产能近12万吨，主营业收入120余亿元，
产品远销美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肉制品加工产业走遍全国，这一直是生猪大
省——四川的骄傲。而从生猪大省迈进猪肉制品
加工强省，是当下四川的梦想。其中，做强产业技
术支持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一环。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产品加工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省组建了四川肉类产业技
术研究院、肉类加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省
功能性食品行业中心等创新联盟11个，有高新
技术企业4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9户。

聚“科技”之力，我省猪肉制品精深加工发展
稳步提升。

2019年，全省310户猪肉精深加工规模以上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34.9亿元，是我省食品饮料
重点培育的3个千亿产业之一。目前，全省产值
上亿的猪肉精深加工龙头企业75户，省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2户，拥有“高金”“美宁”

“老川东”等中国驰名商标、四川省著名商标、四
川省名牌产品等24个。

迈向猪肉制品加工强省，四川动力强劲。

举“创新”大旗
调味“川军”挺进全国前三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
川菜，百菜百味，蜚声中外，贵在用料考究、

调味多变。
随着全国消费持续升级，四川调味品的功能

已不仅在于满足“吃好喝好”的饮食需求，还在于
创新驱动，实现个性化、多元化发展。

郫县豆瓣和眉山泡菜就是四川调味品创新
发展的生动缩影：一个被誉为“川菜之魂”，一个
被誉为“川菜之骨”。

郫县豆瓣，作为绵延300多年的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凭借着强大的品牌传承积淀和竞争
力，在最新发布的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
中，以661.09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5年跻身区域
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前8名，蝉联四川省地
理标志产品第一。

丹丹郫县豆瓣集团，多年稳坐郫县豆瓣第一
把交椅，是贡献者，也是引领者。

该集团董事长岳平告诉记者：“我们不断加
大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保证产品高质量的同时，
创新研发卤料、火锅料、小龙虾料、鱼调料等十多
个衍生产品系列，以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眉山泡菜，现已在眉山建成全国最大的泡菜
生产基地，产品从无所不泡的泡菜系列，到可口
下饭的调味料产品，再到麻辣鲜香的火锅底料，
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及欧美。目前，眉山泡菜城
培育的企业产值超过亿元的有24户，今年泡菜
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亿元。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产品加工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我省食品饮料产业中的优势行业，
近年来，我省坚持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两手抓，
致力于推动调味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形成
了酱油醋传统调味品、川菜复合调味品和火锅底
料三大分支，全省有上万种调味产品涵盖酱油、食

醋、豆瓣、复合调味料等各种门类，产品体系齐全。
同时，在全国知名品牌排名中，四川占有12

席，拥有千禾、天味、丹丹、旺丰、豪吉、保宁醋等国
内知名品牌，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调味品11个。

目前，四川调味品、发酵制品整体销量排名
全国第三，年营业收入370亿元左右，占全国总
营业额的11%以上，并按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
增，预计2023年四川调味品将占全国五分之一。

走“精制”之路
品质川茶从盆地走向世界

追寻竹叶青的脚步，川茶加速走向世界。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07-2019年竹叶青连续12年高端绿茶销量领
先。在2019和2020年的《中国品牌实力指数报
告》中，竹叶青连续两年位居茶叶类榜首，俨然已
经成为当下的行业领导品牌。

“我们不仅通过科技打造品质稳定的高端精
品，还致力通过各种竹叶青茶文化传播让四川茶走
出盆地，走向世界。”竹叶青品牌相关负责人刘志林
说，近年，竹叶青凭借优质的产品获荣誉无数，包括
世界绿茶评比会金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还被选为

“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指定绿茶”等。
作为中国高端绿茶的代表，竹叶青里散发着

川茶的“精制”。
四川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大省，在中国的茶业

版图中，川茶以800余亿元的综合产值跻身全国
第二。

但与福建、湖北、湖南等地相比，川茶存在基
地建设管理水平不高、茶产品结构性失衡，品牌
知名度不高等问题，已成为我省建“千亿茶产业

强省”目标任务的“绊脚石”。
由此，我省提出把精制川茶作为“5+1”现代

产业体系重点发展，奋力推进川茶产业转型升级。
什么是精制川茶？精制川茶不只是茶叶的精

深加工，而是从茶叶生产基地、初加工、精加工到
市场营销、品牌、文化整个产业链的整合、改造、
升级。

近年来，我省成立了以省领导联系指导的精
制川茶产业办，研究出台了《精制川茶产业培育
方案》等系列支持政策，通过推动川茶做优产业基
地、做强龙头企业、做响川茶品牌、做活市场营销、
做长产业增收链条等，不断壮大川茶产业实力。

产业基地更优。目前，四川集中资源建设了
300万亩川西南名优绿茶、200万亩川东北优质
富硒茶优势产业带；认定蒙顶山茶产业园、峨眉
山经开区、筠连经开区3个以精制茶加工为主导
产业的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

茶业企业更强。培育出竹叶青、川茶集团等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省级龙头企业
72家；培育出文君、华义茶业等20家“专新特精”
重点企业。全省规模以上精制川茶企业增加至
187家。

川茶品牌更响。“天府龙芽”省级区域公共品
牌被授予“世界名茶”称号，“宜宾早茶”荣获“中
国茶叶优秀区域品牌”，“蒙顶山茶”荣获“中国十
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了峨眉山茶、米仓山
茶等地方知名区域品牌……

2019年四川省茶园面积580.5万亩，规模以
上精制茶营业收入超过210亿元。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如今，以“消费升级”之
名，在“品更全”“颜更高”“质更优”的高质量发展
路上，四川食品工业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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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船山区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以争创天府旅游名县为抓手，深入挖掘“水·荷
花·宋瓷”核心资源，全区文旅产业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先后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区、全省旅游强区，龙凤镇被评为全省首
批文化旅游特色小镇。近三年来，全区旅游综合
性收入年均增长22%以上，文旅产业对GDP贡
献率达16 %，对地方税收贡献达17%，占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突出全域旅游，做实船山文旅规划
按照市委、市政府赋予船山“文旅发展极核

区”的总体定位，精心编制《船山区全域旅游规
划（2020-2030）》，明确全区“一核一带三区”的
景城一体式空间布局。“一核”，即中心城区国际
旅游度假区。“一带”，即串连圣莲岛、圣平岛、龙
凤古镇、老池镇等片区的涪江水上观光游览带。

“三区”，即涵盖龙凤镇、老池镇片区的古镇休闲
文创区，以永河园为中心的现代农旅示范区，以
及唐家乡、桂花镇片区的健康养生体验区。

突出业态提升，做优船山文旅存量
大力提升圣莲岛文旅业态。围绕首座·万豪

酒店，加快完善旅游配套，水上娱乐、温泉体验、

无边泳池、游轮观光等特色项目开放营业，累计
吸引游客5万人次。盘活闲置地块资源，以四季
花海为主题，开发建设圣莲花开项目，开展7D
灯光秀、“幻唐盛世”巡演等主题活动，自开园以
来吸引游客20万余人次。大力提升永河园农旅
业态。紧盯园区承载力不强、吸引力不足等问
题，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加快建设天穗花卉苗
木基地、凤凰湖川中特色民宿；以智慧农业为
抓手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深化与川农大、省
农科院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学研教育教
学基地，力争将永河园打造成为川渝地区都市
农业的示范区、乡村振兴的新样板。大力提升
老城区文创业态。依托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以
藕园巷等老街老巷为载体，打造老城记忆街区
示范点；以董家巷、北辰街、百福院等为载体，
打造夜晚经济示范带；以南津桥副食品批发市
场为载体，打造怀旧复古示范区。前期，我已安
排分管同志赴长沙文和友考察学习，计划面向
全国征集设计方案。

突出招大引强，做大船山文旅增量
高标准打造提升圣莲岛。拟引进月星集团，

实施圣莲岛文旅综合开发项目，对圣莲岛进行
整体提升打造。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以“打造

遂宁文化旅游新高地”为定位，规划建设都喜酒
店、月亮星球（儿童影院）、商业街、特色民宿、水
上邮轮、环湖公园及游乐设施等配套项目。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年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年税收
约3000万元，解决就业约2000人。该项目有望
本月底签约。同时，拟引进成都玛歌庄园，计划
投资5亿元实施圣莲岛康养休闲项目，以健康
养生、娱乐休闲、特色餐饮为核心，打造生态音
乐火锅餐厅及疗愈度假目的地。因受“8·16”特
大洪峰过境影响，正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高起
点规划建设圣平岛。举全区之力推动圣平岛整
岛拆迁，力争12月底前全面完成。加强与宏义
集团合作，以水上大马戏为IP，拟投资130亿元
全力打造圣平岛国际旅游度假区，力争通过 5
年时间建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高质量推进龙
凤古镇二期建设。加快推动龙凤双河公园规划
招商工作。深化与月星集团、绵阳万生等国内知
名文旅企业合作，谋划打造以“国风汉服文化”
为主题的休闲古镇，加快推进爱琴海、丛林穿跃
等文创项目落地建设，做优做大以龙凤古镇为
核心的休闲文创区。

突出模式创新，做强船山文旅活力
创新重大农旅项目建设模式。由国有平台

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实施“五位一体”的建设
模式，即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国有企业融资、
集体资产、社会资金以及群众投工投劳五方
资源，推动永河园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同时，落实财政资金股权量化制度，把财政资
金作为股权量化到国有平台公司和集体经
济，项目收益按股分红，壮大园区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创新旧城改造提升模式。
由政府动员业主迁出，业主享受租房补贴并
以房屋使用权入股，给予项目方先打造后补
助的相关政策支持，通过政府、企业和业主的
利益联结共享，实现资产变资本、扶持变投
资、居民变股东，加快推动董家巷夜晚经济区
二期项目建设运营。

下一步，船山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市文旅大会部署，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遂潼一体化发展等战略
机遇，坚持产业引领、项目支撑、品牌带动、营销
突破、协同发展，不断做大船山文旅品牌，不断提
升船山文旅影响，力争通过3-5年努力，成功创
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天府旅游名县，初步
建成国内知名旅游康养首选地、休闲度假目的
地，为遂宁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贡献船山力
量！ （作者系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书记）

宜宾市牵手浙江吉利共建
高端轻型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王春艳 记者 杨波 侯
云春）11月 17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浙江吉利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
共同推进在宜投资建设高端轻型新能源商用车生
产基地项目。

此次签约，是宜宾市与吉利控股集团继时代
吉利动力电池项目合作后，在整车制造领域的全
新合作，将有力推动宜宾加速打造中国西部重要
的汽车产业基地。双方将秉承“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的合作精神，争取项目尽快推进落地。项目建
成投产后，将为今后优化、完善和提升宜宾市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功能布局和品牌影响力，
加速推进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配套产业集
聚集群发展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宜宾市长期坚持以大开放引进大项目，以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充分发挥宜居宜游的自然
生态、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富集配套的能源
资源、一流支撑的产业扶持、重商亲商的发展
环境等独特优势，大力引进紧扣产业定位、有
利产业生态、促进配套完善、助推产业升级的
行业龙头和核心配套企业，加快打造宜宾市现
代产业集群。

2020年四川省自主创新企业
品牌价值50强发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11 月 19 日，
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中华社会文
化发展基金会、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联合主办的“2020 天府知识产权峰会暨中
华地标品牌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在蓉举行。
会上，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主任谢商
华发布了《2020年四川省自主创新企业品牌价值
50强》。

此次评价活动以自主创新企业品牌价值评价
国家标准（GB/T 36679-2018）等一系列品牌评价
国家标准为依据，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5+1”、

“10+3”、“4+6”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高质量发展
部署安排，以在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表
现突出、成长快、近三年盈利较好、具有较好发展
潜力和提升空间的中型规模企业为参评对象。榜
单从企业创新指标、质量指标、服务指标、无形要
素指标、有形要素指标等 5个方面对参评企业进
行了分析。

根据品牌价值排名，2020年四川省自主创新
企业品牌价值50强中，从事医药制造业的企业数
量最多，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产品加工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其中，包
括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环龙新材料
有限公司、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四川好医生攀
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
司、四川宏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汇宇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成都佳发
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千嘉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泸州长江机械
有限公司、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阿坝铝厂等。

遂宁市船山区：发展全域旅游 打造文旅极核
□ 段勇

系列报道之四系列报道之四———聚焦四川消费品工业—聚焦四川消费品工业

共享大市场 共促大循环

四川食品：新消费促新升级 匠心“川味”誉天下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黄晓庆/文 鲍安华/图

紧跟青睐原生态的消费新潮流，土滋土味的雅妹子青羌腊肉一经上市，便受到消费者追捧

总体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截至10底我省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6449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11月 19日，记者从四川省
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10月底，773个省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644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03.1%，总
体已提前超额完成年度预计投资目标。

项目前期工作加力推进，成达万高铁（四川境
内段）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究平台初步设计方
案和投资概算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柔性基
底微纳结构成像系统研究装置平台、轨道交通资
阳线、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
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卡拉水电站已经省发展改革
委核准。

新项目加紧开工，268个计划新开工项目中，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交通、恒力（泸州）智
能化新材料、遂宁康佳电子、省肿瘤诊疗中心等
229 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 85.4%，完成投资
1393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09.1%。续建项目加
速建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川南城际铁路、汶马
高速、中国（普光）锂钾综合开发、宜宾大学城及科
创城、大运会体育中心及大运村等 505个续建省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056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01.6%。竣工项目加快投用，绵阳京东方第6代生
产线、川西大数据产业（一期）、惠科第 8.6代生产
线、中科九微半导体设备智能制造、长虹智能制造
产业园（一期）、邛崃市信敏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线
等项目竣工投产（用）。 （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