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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继 何柳

全省最大 PPP项目落地资阳，投资近 500亿，
资阳临空经济区“乘机”启航；

川内首所环保类高校开工建设，四川环境科
技职业学院计划 2019 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国公开
招生。项目从今年 3月 5日正式签约到 4月 11日
落地建设仅 37天；

市民服务中心项目工地，几十台大型机械穿
梭忙碌。在四川省 2018 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资阳分会场上，全市 69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夯实千亿资阳再出发“源动力”；

……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迈入 2018年，资阳始终以新发展理念为
指引，坚持项目带动、投资拉动，经济社会呈现出
良好态势。

围绕项目这个核心，坚持新项目引进、落地项
目推进“两手抓”。一方面，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
化招商环境、搭建招商平台,有序、有力、有效促进
招商引资项目。另一方面，围绕签约项目落地见
效，创新项目推进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政策和要
素保障，提高服务水平，全力营造投资者点赞的一
流发展环境。

狠抓项目引资
积聚发展后劲

“叮叮哐哐”的钢材碰撞声、“轰轰隆隆”的机器
运转声、“噼噼啪啪”的焊接声……近日，记者来到
位于雁江城东新区的资阳天立国际学校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紧张有序地施工。

据校方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80%工程
量，今年9月将正式投入使用，并已经启动招生程序。

此项目是 2017 年“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
动平台成功签约项目之一。回首该项目的“成长
历程”，如此高效率只是资阳全力以赴推进签约项
目落地落实的缩影。

2017 年是资阳的“项目投资突破年”。一年
多来，资阳紧紧围绕项目落地建设这个目标，将
坚持抓签约与促落地并举，对签约项目加强跟踪
服务，切实加强项目建设每月动态管理，细化落
实责任清单，通过倒排时间进度，倒逼项目快速
落地。

同时，对招商活动中新接触的企业客商信息
进行分类梳理，落实专人跟踪洽谈，切实加大跟踪对接力度，及时开展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回访对接活动，推动互访考察，积极促进双方合作，促进投资信息向在
谈项目转化、在谈项目向签约项目转化。

“规划图”变成“效果图”，“效果图”变成“施工图”，“施工图”变成“竣工
图”。据悉，在 2017年“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期间，资阳共签约投资合作项
目 28个，签约总额 123.8亿元，签约项目有“资”有味，特色鲜明，以三产业为主。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沿着开
放兴市、产业强市的发展路径，在项目投资拉动的强劲带动下，资阳始终坚持稳
增长促转型，2017年经济总量质量同步提升，（下转二版）

筑一流开放平台
临空经济区助资阳“乘机”启航

不沿江、不靠海的内陆丘区怎么开
放，资阳选择从交通破题，并始终抢抓
重大历史机遇和政策利好，精心搭建壮
大长远发展的重大开放平台。

独特区位条件形成资阳跨越发展
新优势。

资阳是四川唯一连接成渝“双核”
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心城区直线距离
成都约 87 公里、重庆约 195 公里，距离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仅 18公里。

经过 18 年的发展，资阳的交通格
局由一条线织成了一张网，构建起“7高
9 轨 16 快”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朝着
建设成渝经济区最大的次级交通枢纽
目标奋勇前行。

县县双高速、高铁上通成都下达重
庆，资阳已成为成渝两个特大城市之间
最方便、最便捷的交通走廊。

多条快速便捷通道连成都。成资
潼高速建设正顺利推进；成资大道、轨
道 18 号线资阳段即将动工建设；蓉昆
高铁将在资阳临空经济区西部设站；成
宜高速经过资阳。

同时，市域 16 条快速通道的建设
以及 5 条国道 8 条省道的提升改造，资
阳将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三高速，市
域大畅通”的交通格局。

重大机遇、政策利好持续释放资阳
开放发展活力。

4 月 9 日，天府国际机场资阳临空
经济区产业新城 PPP 项目落地资阳。
资阳市政府与中信建设等公司签订协
议，投资近 500亿元建临空产业新城。

资阳临空经济区将成为资阳对外
开放引领区，临空产业新城将布局临空
制造、综合服务、高端农业。

资阳临空经济区建设将推动成都、
重庆核心城市功能沿成渝经济带疏解，
将推动成渝城市群形成资源优势互补、
功能分工合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新
格局，加快成渝城市群经济社会紧密融
合一体化发展。

随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临空经
济区规划建设，资阳将成为成都的紧密
型卫星城。

2016年 9月 26日，成都资阳两市签
订“1+3”全面合作协议，正式开启了成
资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一年多以来，资阳自觉全面服务成
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积极承接非省会
城市功能疏解，努力打造与成都融合发

展的紧密型卫星城。
围绕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

局、公共服务、生态建设“五个一体化”，
务实推进成资合作，167 个重大合作项
目事项启动 151 项、完成 18 项，首批 69
名互派挂职干部顺利完成挂职任务，成
资一体化取得积极成效。

与此同时，资阳最大产业园区——
资阳经济开发区成功入围长江经济带
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成功升级
为省级高新区，开启高新区发展新起
点，并加快申报国家高新区，力争 2018
年完成国家高新区创建。

瞄准先进制造
五大产业集聚成链发展

日前，位于资阳高新区的四川共享
铸造有限公司制造的 3D砂芯打印机亮
相央视大型工业纪录片《大国重器》。
该 3D 砂芯打印机年内有望实现量产，
将为美国通用油气公司、中船重工等全
球 500强企业供货。

该打印机突破 12 项关键技术，采
用 132 项专利，打破了国外高端铸造
3D 打印设备的垄断地位，使中国成为
全球最先实现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

用的国家。
无独有偶，中国 3D 打印技术领域

的领军人物卢秉恒近段时间也成为了
资阳的常客。而他的到来，则为了一颗
牙齿。

卢秉恒是我国 3D打印领域唯一的
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 3D 打印领域
的“教父”。得知资阳正着力打造中国
牙谷，建立“产学研销医养”全产业链生
态，卢秉恒院士数次到资阳考察对接，
于 2017 年年底与资阳签订合作协议，
计划落地卢秉恒院士工作站。

卢秉恒院士工作站计划和华为
共同开展资阳牙谷 3D 打印项目。硬
件方面，双方将会建立以口腔产业为
先导的多个工业制造领域的 3D 打印
技术创新平台，以及高级别 3D 打印
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帮助企业进行产
业转型。

面临新工业革命重大机遇，资阳努
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立足实
际，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
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发展轨道交通、汽
车制造、医药口腔、食品、纺织鞋服五大
产业。

高擎开放旗帜，加快“走出去”与
“引进来”。

（下转二版）

□ 肖良 许长江 本报记者 黄建伟

4 月 10 日上午，记者一行驱车途
经安岳县通贤、龙台、高升、乾龙等乡
镇，巍然屹立的油气井架随处可见，上
千名统一着装的石油工人穿梭在各个
作业点，成为当地一道独特风景。

“油气开采项目系市级重点建设
项目，而‘安岳气田’则是中石油西南
油气田分公司下属的蜀南气矿在蜀南
矿区第一个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的
大型整装气田。”安岳县天然气办工作
人员说，经国家储委审定，“安岳气田”
埋藏深度 2500米左右的须家河气藏已
探明并公布凝析气总计地质储量约
2171 亿立方米；埋藏深度 4500 米左右
的龙王庙组气藏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4403.83 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 3054
亿立方米；埋藏深度 5000 至 6000 米的
高石梯构造“震旦系”气藏，预计储量

十分丰富。“安岳气田”以安岳县为中
心，覆盖全县 58 个乡镇，辐射资阳、遂
宁、重庆等地，是我国“十一五”期间探
获的 10个千亿立方米气田之一。

位于通贤镇八里村安岳区块油气
处理厂，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该厂占地 100.5亩、总投资超过 3亿元，
于 2014 年 9 月建成投产。在生产区
内，集气装置、分子筛脱水装置、凝析
油处理装置，以及配套的罐区及装车
设施、空氮站、燃料气系统等配套辅助
生产设施和给排水、消防等公用工程
一应俱全。“将蜀南气矿安岳须家河气
藏各个集气站集输出的天然气，经脱
水、脱烃处理后进入北内环再输往下
游天然气市场。”现场相关人员介绍，
该厂是目前西南地区同类项目处理量
最大的加工厂，也是全国同类项目技
术含量最高的加工厂，具有日处理天
然气 150 万立方米，日产液化气 120

吨、轻烃 36 吨、凝析油 240 吨的能力，
年产值达 12亿元。

“从 2009 年开始在安岳大面积开
展 油 气 钻 探 工 作 以 来 ，中 石 油 共 在
安岳辖区勘探开采 275 口井，涉及 58
个乡镇，建 成生产井 127 口，日产气
约 370 万立方米、产油 260 吨；建成管
线 累 计 达 125 条 ，总 长 度 约 850 公
里。仅 2017 年，就实现税收 15715.02
万元……”县天然气产业办相关负责
人说，“安岳气田”成为目前西南地区
油气开发的主阵地，天然气也成为继
柠檬和石刻之外，安岳又一张响当当
的新名片。

随着“安岳气田”探采的加快，拓展
了天然气在安岳城乡领域的应用范围，
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截至目前，
全县拥有燃气经营企业 8家，其中管道
天然气经营企业 7家；已建成高中压长
输管道 4565 公里；建成门站、脱烃站、

配气站、储气罐等设施 27个；建成投入
使用乡镇共 69个、乡镇气化率达 100%，
行政村 492个、农村气化率达 52%，在建
的行政村 52 个，目前总用户共 177633
户，年供气量 5455万立方米；石油液化
经营企业 1 家，经销点 34 个，年经销石
油液化气约 650吨……

未来 3 至 5 年，安岳的天然气产
业将按照“积极探明储量、合理布局
产业、引进重大项目、壮大经济支撑”
的思路，依托油气钻探、油气处理、新
能源开发利用等各系统类别重大项
目建设，在投资、工业产值、工业税收
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推动安岳工业
经济实现结构转型，力争天然气产业
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20％
以上，天然气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30％以上，天然气产业税收占工业税
收 60％以上，进一步加快安岳经济建
设的步伐。

构筑一流开放合作发展平台

日产气370万立方米、产油260吨，2017年实现税收15715万元——

天然气，安岳又一新名片

4月12日，四川省医疗
器械检测中心资阳分
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

资阳口腔材料产业快速审批
“绿色通道”正式建立，实现口
腔装备材料一二类产品检验检
测不出园区，意味着资阳打造
“中国牙谷”已形成检验检测的
比较优势。

回顾资阳撤地建市来的历
程，开放合作始终是助推资阳快
速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有效
路径。

迈入新时代，资阳开放的脚
步更大、更宽、更厚。

□ 本报记者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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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国际口腔孵化园一角。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