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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乐至殊荣连连：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荣获成渝经济区最具投资环境十强县、全省三农工作先进
县、全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

过去五年，乐至捷报频传：2015年，乐至在全省175个县级经济综合排位43位，较2010年上升24位；在全省70个丘区县的综合排位16位，上升17位；2016年，全
县实现地方生产总值193.49亿元，增长7.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8.95亿元，增长7.9%，增速位居全市第一……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在宏观经济复杂多变，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乐至县全力“赶考”，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

五年来，乐至始终坚持
“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深
入实施“纺织鞋业城”“汽车
配件城”双城驱动战略，主
动承接成都鞋业产业转移，
启动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
设并加快发展，不断壮大纺
织、食品、机电、汽车及零部
件制造“3+1”主导产业，加
快建设海辰日化、贵均纺织
等重点项目……工业发展
呈较快增长趋势。

这五年，在复杂多变的
宏观经济形势下，乐至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
步完善“稳增长、调结构”措
施；相继出台 17 条、22 条和
9 条稳定工业经济增长措
施；全体县级领导干部带队
深入各个企业开展“走企
业、解难题”活动，深入实施
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全力稳
定企业生产。

五年来，乐至围绕全省
“51025”产 业 园 区 发 展 计
划，加快推进“一区三园”
建设，把提升园区承载能
力作为服务项目、促进发

展的先导性工作来抓，积
极搭建以“一区三园”为集
群的产业承接平台，吸引
入园企业达 90 余户，工业
集中度达 84%。

这五年，按照“抓住关
键、找准定位、做大做强优
势产业”思路，乐至县加强
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完善
项目推进“绿色通道”，全
力以赴打好工业转型升级
攻坚战。优质的服务，引
来韩国相信制动、万贯鞋
业、海辰日化等重点项目
争相入驻。

未来五年，乐至将继续
坚定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深入推进成资一体化发展，
积极围绕成渝骨干产业和
重点园区建设，突出以“双
城”驱动为载体，以承接产
业转移、发展特色经济为重
点，做强主导产业，做优园
区平台，力争到 2020 年，将

“一区三园”建成 500 亿园
区，将“3+1”主导产业培育
成百亿产业，加快建设成渝
经济区产业承接提升基地。

□ 张虎 李远雄

承接转移
工业经济蹄疾步稳

过去五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14.4%，增速连

续3年居全市第一；

今年1—6月，全县规模工业企

业实现工业生产总值128亿元，

同比增长14%；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速达9.2%，全县完成工业投

资20亿元；

今年8月，成功签约中国西部国
际鞋业产业小镇——外贸鞋业加工

区等项目2个，协议引资17.6亿

元；成功签约云蜘蛛仓储物流等3
个项目，协议引资5亿元；

……
一串串逆势增长的数据持续飘

红，一个个活力迸发的企业项目争
先入驻、一段段艰辛难忘的奋斗历
程阔步迈进，令人惊叹的“乐至速
度”不断刷新，充分展现了乐至工业
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和信心源泉。

【变化解读】【数据看变】
五年来，乐至积极抢抓

机遇，着力挖掘县域资源，
做大红色旅游、宗教文化旅
游、绿色生态旅游三大特色
旅游，大力发展生态观光、
农事体验、康体养生等新兴
旅游业态，全力创响了“元
帅故里、天然氧吧、康养福
地、美丽乡村”旅游品牌。

这五年，乐至着力打造
“两核四片”旅游产业发展
格局。提质建设陈毅故里、
龙门报国寺两个核心景区，
全力打造阳化河观光农业
产业示范片，蟠龙湖、凤凰
山自然风光旅游示范片，五
彩林乡林旅结合示范片，龙
门、石佛万亩荷花观赏示范
片。深度开发包装旅游产
品，完善旅游要素，努力提
升旅游接待能力，乡村旅游
呈蓬勃发展态势。

这五年，乐至积极发展
商贸流通，加快乡镇商贸中
心等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完
善城乡商贸服务体系；积极
培育健康养老、信息和节能
环保消费热点，全面释放消
费活力；充分利用节庆时
机，组织烧烤节、购物节等
节会促销活动，努力繁荣城

乡消费。
这五年，乐至先后引进

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
入驻，并成功申报“国家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全面完成现代物流业、
城乡商业网点规划和童家
物流园总体规划，现代物流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同时，
金融、保险、康体养老等新
兴产业快速发展、活力绽
放，成为全县服务业发展新
的增长点。

未来五年，乐至将不断
增强服务业发展后劲，主动
融入全市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建设，大力实施服务业

“2+3”发展计划，积极发展
通道经济，推动服务业结构
优化，努力提升现代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砥
砺奋进蓄势扬帆。过去五
年，乐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道路上蹄疾步稳、持续加
速，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未来五年，乐至将坚定不移
地推进“三基地一强县”建
设，奋力加快实现全面小康
美丽乐至怡然帅乡奋斗目
标，其步伐必将铿锵有力！

抢抓机遇
服务业成发展“新引擎”

2015年，全县三次产业结构为

17.3：50.7：32.0，第三产

业较2011年提高8个百分点；

2016年，全县服务业增加值完

成62.99亿元，同比增长8%，

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5.54亿元，增长10.7%，居

全市第一；
2017年二季度，全县服务业增

加值完成35.22亿元，同比增长

8.6%；1-8月，全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57.9亿，同比增长

12.1%，居全市第一；

……
一组组持续增长的数据，充分展

现了近年来乐至服务业发展所取得
的可喜成绩。领域不断扩展、新型服
务业不断涌现，蓬勃发展的现代服务
业已然成为乐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引擎”。

【变化解读】【数据看变】

五年来，乐至始终坚持以
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深化农村
改革为引领，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扎实抓好农业农村各项
工作，先后被命名为全省现代
农业、现代林业、现代畜牧业
建设先进县，被评为全省三农
工作先进县、全省农民增收工
作先进县、全省第二轮新农村
建设示范县。

这五年，乐至坚持“差异
竞争、错位发展”思路，结合
全县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生
产结构等因素，按照市场需
求科学布局农业产业，大力
发展优质粮油、蚕桑、畜牧、
林果、蔬菜等特色产业，建成
特色优质产业基地 50 余万
亩；大力推进川中林业科技
示范园等“六大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建设，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展农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带

动效应明显。
这五年，乐至坚持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发
展，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在特色上做文章、
在特色上要效益，踏上了“一
三互动、农旅结合”的特色农
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旅游观光、农耕体验等
新兴乡村旅游业态，不断增
加农民收入。

未来五年，乐至将牢固树
立“打绿色牌、唱特色戏、走产
业路”的观念，按照“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品牌化营销”的发展思路，大
力实施“6551工程”，积极发展
城郊型、外向型现代农业，做
大做强特色农产品产业，创响

“资味·乐享”区域公用品牌，
优势对接成渝、做强餐桌经
济，加快成渝经济区优质农产
品生产配送基地。

现代农业绽放“新活力”
特色引领

过去五年，全县农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3.8%；2016年，全县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3331元，同比增长9.5%，

增速连续9年保持全市第一；

2016年，全县农业增加值增长

3.9%，粮食总产量达36.85
万吨，增长1.46%，粮食产量实

现“十连增”；
……
一串串振奋人心的增长数据，

一个个可感可触的喜人变化，见证
了乐至五年来现代农业发展的铿锵
步伐和累累硕果。打特色牌、唱特
色戏、走产业路，特色引领下的现代
农业发展迸发出新的活力。

【变化解读】【数据看变】

日化生产流水线。

宝林镇双碑村小米辣育苗大棚。

绿树繁花下的南湖公园绿树繁花下的南湖公园。。

便捷的电商服务。

陈毅故里游人如织。

乾
源
纺
织
生
产
线
。

新博美家居购物广场。

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

生态蟠龙湖。

海辰日化科技产业园。

高寺镇现代观光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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