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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梅 胡佳音）9月 11
日至 12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军扩率队到资阳调研评估中央一
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市委书记周喜
安陪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主持
座谈会。

张军扩一行先后到资阳市临江寺
豆瓣有限公司、雁江区特色产品展示
馆、前后科技西南电商城、雁江区中和
镇明月村鸡鸣山专业合作社、雁江区
保和生态农业示范园、阳化河生态绿
廊及水系治理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评

估我市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效生态
农业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推进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情况。

座谈会上，张军扩肯定了我市农
业农村工作，认为资阳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自觉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坚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并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他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们
必须坚定的工作方向。要充分认识

到推进农业转型发展科学发展的内
在要义，关键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
政府应努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技术人才培
训。要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在推
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财政金融
支农等方面不断“破题”，通过体制机
制创新，激活资源要素潜力，培育发展
新动能。

陈吉明汇报了资阳市经济社会发
展和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他
表示，将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结合资阳实际，进一步明晰

“三农”工作重点，着力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叶兴庆、省委农工委副主任毛业雄等
参加调研。市领导李丹、周月霞陪同
调研。

张军扩到资阳调研

坚定不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讯（记者 范秀萍）9月 12日，市

委书记周喜安在成都与中信集团副董
事长、总经理王炯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出席会谈。

会谈中，周喜安感谢中信集团对资
阳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市与
中信集团子公司联合体自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以来，双方真诚务实高效推动有
关工作，合作有力有序推进。市委、市
政府一直把资阳临空经济区作为打造
新兴增长板块的核心支撑，尤其需要像
中信集团这样有实力、有先进理念和成
熟经验的大企业、大集团参与投资建
设，引领临空经济区高水平、高起点建
设发展。资阳与中信集团发展战略、合
作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将全力提供优
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全心全意为企业
投资发展创造一流环境，推动双方无缝
对接合作，共创资阳临空经济区建设发
展的美好未来。

王炯对资阳抢抓成渝经济区、天府
国际机场建设等机遇谋划推动发展表
示认同。他说，中信集团是国有大型综
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在战略转型发展过
程中不断优化业务结构，积极布局新经
济，与地方有很多合作空间。中信集团
在城市新区开发运营方面具备充足的
经验和人才、资源等优势，与资阳有良
好的合作条件和基础。中信集团将全
力支持中信集团子公司联合体与资阳
的合作，从规划、产业导入、工程建设、
管理运营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指导支持，
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为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作出积极贡献。

副市长雷刚，中信集团、中信建设、中
信城开有关高层，临空经济区党工委主要
负责同志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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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各
地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强力实施双城驱动战略，统筹推进
童家发展区“一区三园”建设，基础配套
设施加快完善，入园企业达 90 余户，工
业集中度达 84%，“3+1”主导产业实现
产值增长 14.6%……近年来，虽然乐至
工业产业基础优势明显、产业水平显著
提升，但项目支撑作用不够强、产业提
质增效任务艰巨等问题依然客观存在，
必须坚持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调整、
提升产业体系。

百舸争流，奋发者先。“牢牢抓住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加速实施‘纺织
鞋业城’‘汽车配件城’双城驱动战略，
持续深入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综合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审时度势后，县委一班人
就未来几年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思
路清晰，目标明确。

在巩固提升纺织产业方面，将主动
承接东部沿海和成渝地区纺织产业，
改造和提升纺织技术，推动纺织企业
成链发展；大力引进生产企业，培育一

批融服装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自主品牌企业；加快推进鞋业产
业园项目建设，承接成都鞋业转移，全
力打造“纺织鞋业城”和西部鞋业全产
业链基地。

在提质发展食品产业方面，以中天
酿造集群为基础，培育壮大一批蔬菜加
工龙头企业；积极开发桑葚、柠檬、枇
杷、葡萄等果酒及饮料产品；引进航空
旅行食品企业，抓好现有食品企业提档
升级。

（下转二版）

人工“天河”
如长龙

编者按
今年8月8日，中共乐至县委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三基地一强县”的

实施方案》，并鲜明提出“一个愿景、两个目标、三大战略”的发展目标（一个愿景：建成全面小康美丽乐至怡然帅
乡；两个目标：建设“三基地一强县”、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战略：工业强县、生态立县、开放兴县）。如何建设“三基
地一强县”，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美丽乐至怡然帅乡的美好愿景？本报从即日起，将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读。

坚持工业强县不动摇
建设成渝经济区产业承接提升基地

解读乐至县建设“三基地一强县”目标（上篇）

□ 李远雄 本报记者 黄建伟

“实现现代工业集群
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
展，建成成渝经济区特色
鲜明、环境优良、功能完
善、区域竞争力强的新兴
工业城市。”这是乐至县
委第十四届三次全会就
未来工业发展作出的战
略部署。

新常态，新使命。站
在历史新方位，曾连续两
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并
成功入选“成渝经济区最
具投资环境”十强县的乐
至，如何顺势而为，加快
推进并实现成渝经济区
产业承接提升基地建设，
建设全省类区经济强县
目标？记者近日从乐至
县经科信局等部门找到
了答案。

搭建平台 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这几天，乐至县招商喜讯不断传
来。“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00 家来自成
都、重庆两地的鞋企向县政府交纳了土
地订金，准备近期签定入驻西郊工业园
区的协议；有约 40家鞋企向万贯鞋业产
业园交纳了订金或签订投资意向协
议。”该县纺织鞋业产业推进办公室工
作人员李明华说，“依托区位及资源优
势，搭建工业发展平台，使园区承载力
不断提升，是吸引众多企业选择落户乐
至发展的主要原因。”

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承接产业
转移是乐至近年来不断加快工业转型
发展的重要载体。未来几年，该县将进

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依托当地独特的区
位及资源优势，通过加快园区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搭建工
业发展平台，着力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园
区发展水平。

具体来说，将大力实施“1234”工
程，围绕建设成渝地区产业承接提升基
地、打造 500 亿元园区目标，做优“一区
三园”产业承接平台，加快园区项目填
充、企业聚集，争创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
进“一区三园”发展，进一步提高园区
硬件建设标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做到规划建设一

片、配套完善一片，力争项目入驻和园
区建设同步推进。创新园区发展机
制，积极探索“企业主导、以企建园、以
园招商、园中园”建设模式，依托园区
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引企入园关联
发展、配套发展。严格园区准入和双
向约束，把节能和环保要求落实到建
设、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实现园区集
约发展。加快园区项目引进，以发展纺
织产业为重点建设西郊工业园，以发展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机电产业为重点建
设文峰工业园，以发展酿造产业为重点
建设中天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入园企
业达到 160户以上。

抓牢主线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马红豆 本报记者 李青依

9月 15日至 18日，以“畅通贸易·
合作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
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以下简称“进
出口展”），将在成都市天府新区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这是西博会
进出口展首次迁址，也是西博城的正
式首展。

今年，正面临规划建设临空经济
区巨大机遇的资阳，又将以怎样的新
面貌亮相这次盛会呢？

运用多种展示方式
宣传美丽怡然资阳

记者从市投促局了解到，资阳展
区位于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
览展示中心三、四号馆连接馆，总面
积 961平方米。

展区以“蜀人原乡 怡然资阳”为
主题，以“开放产业高地 美丽怡然资
阳”为总线，重点展示我市区位交通
优势和成资五个“一体化”发展、临空
经济区、高新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
创新先行区等开放合作平台以及造
车、食品及资味、医药、口腔装备材
料、电子技术等主导优势新兴产业。

同时，我市将在西博城三、四号
馆外设置长 72 米、高 12 米的大幅室
外幕墙广告，进行“构筑开放产业高
地，建设美丽怡然资阳”城市名片宣
传；在展馆内设置 5块连廊广告，分别
宣传各县（区）和高新区、临空经济区
区域名片。

据介绍，此次展览展示设计采用
简洁明亮的蓝白色主色调，并以弧线
形门头造型巧妙融入水滴元素，采用
独特大气的开放式空间设计。展馆
中间区域设置高清LED展示屏，透光
玻璃舞台，将通过互动方式吸引参观
者眼球，聚集人气。

八大版块推出城市名片
让“资阳造”走得更远

自去年成资合作协议签署落地
后，我市打造内陆开放前沿区、建设
临空经济区、规划口腔装备材料产业
基地等一系列“动作”不断。本届进
出口展，无疑为企业开展合作，推介
资阳投资环境、竞争优势和发展潜
力，展示一个对外开放、充满活力的
城市形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为了更好地利用平台、抓住机遇，
我市将采用声、光、电相结合的现代展
示手法，通过文字资料、图片图表、灯
箱、产品陈列、多媒体等展陈方式，分
八大版块全方位展示资阳风采——

城市形象展示版块以图文并茂
的呈现方式展示“开放产业高地，美
丽怡然资阳”城市形象；

区位交通版块同样通过图文配
合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资阳构建无缝
对接的“机场通道”、快速便捷的“成
都通道”、高效顺畅的“重庆通道”的
次级交通综合枢纽区位优势；

开放合作版块以详实的资料、精
巧的布局充分展示和介绍资阳临空
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首批国
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以及成
资一体化发展勃勃生机的资阳发展
时代画卷；

口腔装备材料产业版块通过实
物陈列和图文简介，以介绍“一基地
五中心”、中国牙谷特色小镇、四川天
府口腔医学职业技术学校为重点，展
示资阳市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务实推动精品打造口腔装备全产业
链的精彩历程和卓越成效；

造车产业版块组织四川现代、机
车公司、四川南骏、共享铸造、中车玉
柴等行业领军企业实物参展，辅以匠
心独具的布局和图文辉映，可谓群英
荟萃，精彩纷呈，（下转二版）

西博会进出口展资阳展馆抢先看

八大板块展示怡然资阳

高大的排架依次挺立，灰
白色 U型渡槽如长龙翻山越
岭蜿蜒伸向天际……金秋时
节，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建设
现场，人工“天河”宏伟壮观。
图为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关键
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蒋铜渡
槽，全长共5552米，是国内单
座最长的渡槽之一，截至8月
底，该渡槽已累计完成314个
排架浇筑，完成 299 个板基、
140 根灌注桩、34 个桩基承
台、10 个槽墩、2 个槽台、219
跨槽身。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