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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梅）借“2019 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平台，4月 15日，
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成资
同城化投资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成都
世纪城娇子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崔保华
出席并讲话。资阳市委书记陈吉明致
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旭主持。成都
市副市长刘玉泉出席并讲话。资阳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市政协主席陈
莉萍、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出席。

崔保华对成资同城化推介会的
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
和帮助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
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立足新的发
展起点，围绕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等一系列战略谋划，着力推
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打造区域协
调发展升级版。按照省委关于成资
同城化率先突破要求，成都市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
用，资阳市抢抓机遇，强力推进成资
同城化“头号工程”，成资同城化发展
实现了良好开局、取得了积极成效。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资阳发展，出
台“双十条”支持政策措施。资阳市
委、市政府精心描绘发展蓝图，科学
确立“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
发展定位，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进一
步凸显，城市魅力和发展潜力明显提
升，迎来了新一轮扩大开放和承接产
业转移的黄金机遇期，必将为广大客
商在资阳投资兴业带来无限商机，提
供广阔舞台。真诚欢迎各位来宾把
握时机、抢占先机，到四川、到资阳投
资兴业。四川省和资阳市将努力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高效服务和扎实推
动 招 商 项 目 落 地 落 实 ，实 现 互 利 共
赢，共创美好未来。

陈吉明在致辞中衷心感谢大家长
期以来对资阳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
他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成
都市的鼎力支持下，资阳全面贯彻省
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把成资同城
化作为引领全市发展的“头号工程”，
组建同城化发展工作局强力推进，与
成都方面签署 130 余项合作协议，达
成 100 余项重大合作项目和事项，实
现成资同城化发展良好开局。积极抢
抓成资同城化发展机遇，精心谋划形

成成资同城化发展的思路、目标和突
破路径，奋力推动成资同城化率先突
破。突出交通先行，全力构建成渝空
铁陆立体综合交通枢纽；突出产业为
重，全力打造成渝中部产业集聚示范
区；突出城市提升，全力建设成渝中心
城市配套服务基地；突出开门开放，全
力打造成渝中部投资首选地，努力推
动实现“成都主导，资阳配套”“成都转
移，资阳承接”“研发在成都、孵化在资
阳”“总部在成都、基地在资阳”“消费
群体在成都、配送基地在资阳”“工作
在成都、生活在资阳”或“生活在成都、
工作在资阳”的生动局面。我们诚邀
各位嘉宾共享成资同城化盛宴、共创
合作共赢美好明天。

刘玉泉在讲话中说，推动成资同城
化发展是落实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
略，实现成都平原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主干担
当，主动服务“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
展战略。今年成都将与资阳通力合作，
推进规划无缝对接、交通互联互通、产
业协作配套、公共服务共享、生态环保
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梅）4 月 15 日，以
“共生共享·共创临空新可能”为主题
的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
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市委书记陈吉明、中信集团业务
协同部总经理苏国新致辞。市委副书
记、市长吴旭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荣木、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市委副
书记段再青出席。

陈吉明在致辞中衷心感谢大家长
期以来对资阳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
他说，省委、省政府将资阳纳入天府国
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一区两片”统筹布
局，临空新兴城市成为资阳的新名
片。我们坚持把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资阳片区作为未来发展的最大引
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为
重、产城融合，重点发展临空制造、临
空综合服务等主导产业，努力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的临空产业新城，全力争创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我们与中信集团、中
国政企基金等实力企业密切合作，共
同打造临空产业新城，目前，已形成首
期骨干路网全面铺开、桥梁隧道全速
推进的良好局面，后续项目正有序推

进。期望整合中信集团战略合作伙
伴、中信旗下优质产业资源，诚邀广大
企业家朋友携手合作，共享临空经济
发展机遇，共建现代临空产业新城。
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合作缘分，着力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和项目
推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让企业放心、
安心、舒心发展，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苏国新向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
区资阳片区投资推介会的举行表示祝
贺。他说，资阳临空产业新城一期项
目自去年 7月全面开工以来，资阳临空
经济区管委会干部职工与中信资阳项
目公司职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推动
征地拆迁、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投融
资、产业招商等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
效。“十三五”期间，中信集团在四川投
融资约 6000 亿元，推动金融、旅游、高
端制造、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合
作项目落地见效。资阳临空产业新城
项目是中信集团在四川的重要合作项
目。希望中信资阳项目公司整合好各
方面优质资源，加强外部协同，树立和
维护好中信集团的品牌形象，创新优
化项目联动推进机制，与政府携手并
进，同心同德、同力同为，打造政企合

作典范项目，努力实现与政府、与合作
伙伴的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与资阳
临空经济区共生、共享、共创新可能。

会上，段再青对资阳临空经济区
作投资推介。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与临
空开发公司签署了《产业发展服务合
同》，通过合同形式将产业招商服务作
为 PPP 项目重要内容予以固化，为临
空经济区产业导入和培育奠定了坚实
基础。

推介会后，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曹允春，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PPP研究所所长彭程，中国工商银
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王涛，中信建设副
总经理、资阳临空开发公司总经理钟
宁，围绕临空经济和政企合作作了主题
演讲，对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建设发展
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建言献策。

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等
省级部门，成都市高新区及空港新城管
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有关市
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
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中
信集团子公司及战略合作伙伴和临空
制造、临空综合服务类等企业的 160余
位企业家参加会议。

成资同城化投资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蓉举行

签约项目36个
总投资231.2亿元

崔保华讲话 陈吉明致辞 吴旭主持 刘玉泉王荣木陈莉萍段再青出席

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资阳片区投资推介会在蓉举行

陈吉明苏国新致辞 吴旭主持 王荣木陈莉萍段再青出席

□ 本报记者 何柳

成自宜高铁实现开工，成资
渝高速今年将完成主体工
程；成渝高铁成资间增开 6

趟高铁，公交化运营步伐加快；天府
通·成资通卡正式面向群众发售、实现
两市公共交通“一卡通”；成资两地社
保卡实现在两市近1400家医院和医
疗机构直接结算……

4月15日，在“成渝门户枢纽·临
空新兴城市——成资同城化投资推介
会暨签约仪式”上，资阳晒出了成资同
城化推进以来的“成绩单”。

随着成都都市圈的建设和成资同
城化的快速推进，资阳站上了新的历史
舞台，筑梦同城化成为了全市上下共同
心声、共同愿景、共同行动。推介会上，
资阳也以成资同城化为平台，与企业家
们共享发展机遇。

立足区位优势
近水楼台先得月

本次活动，共签约36个项目，投资金
额231.2亿元，其中三分之一为成资合作
项目，包括四川旅游学院战略合作项目、
四川大学华西二院合作项目等，涵盖基

础设施、教育、医疗、产业合作等方面。
去年 6月底，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作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支持成德眉资同城化突破。
同城化发展率先突破，资阳具有怎样的
独特优势成为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铁在接受
媒体采访中给出了答案。他表示，首
先，成都与资阳共同打造天府国际机场
临空经济区。同时，资阳是唯一直接与
成都、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接壤的区
域性城市，成都“东进”战略实施，成渝
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这些都将是资阳在
同城化发展中率先突破的优势。

作为成都的“近水楼台”，资阳优越
的区位优势为同城化发展“先得月”注
入了强劲动力。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资阳早已把成资同城化作为引
领全市发展的“头号工程”。

“成资同城化的有力推进，将为企业
提供更加高端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平台。”
四川蓝城小镇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国华告诉记者，该公司与雁江区人民政
府签订“十里沱江”特色小镇项目，旨在通
过融入本土古驿、长寿元素，搭载文化旅
游、康养、生态农业等产业，在南津镇打造
中国西部第一个复合小镇。

如蒋国华所言，对于企业来讲，成

资同城化使资阳享有成都的发展环境、
发展资源、发展平台，形成本地优势与

“成都优势”叠加效应。
同样，对于两地老百姓而言，成资

同城化的推进也带来了更多民生福祉。
本次活动中，乐至县政府与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签订合作办医框架协
议，医院将对乐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的医疗技术、人才培养、资源
共享、远程诊疗、学科建设、转诊急救、
专科管理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推进专
科医联体发展。“预计今年底，乐至县群
众就在可在家门口享受专家看诊。”该
院院长助理肖雪说。

优化发展环境
筑巢引得凤凰来

在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
中，资阳市共策划包装推出 138个招商
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1500亿元。

项目推出后，真正能吸引企业入驻
资阳的关键是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
资阳正全力建设作风最实、程序最简、
服务最优、效率最高、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最有效的一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吸引集聚更多优质要素资源。

（下转二版）

□ 本报记者 蒲敏

4月15日，雨后的成都，空气
清新。
锦江宾馆四川厅，2019天府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投资推
介会在此举行。

本次推介会主题是“共生共享 共
创临空新可能”，围绕“共生、共享、共
创”，会上，资阳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与
中信建设、资阳临空开发公司签订了
《产业发展服务合同》，共谋一幅理想
图，同建一座未来城；参会企业和专家
在临空产业发展方面，展开头脑风暴，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什么是“共生”？
创新机制

从零开始的城市合伙人

推介会前，副市长舒勇集中接受
媒体采访。他介绍，自去年 7月临空经
济区资阳片区破土动工以来，首批项
目已经完成投资 57亿元。项目推进过
程中，中信集团与临空经济区管委会
形成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制，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双方建立起来
的信任和推进过程中形成的默契，即

为“共生”。这是中信集团的品牌主
张，也寄托了资阳市政府对临空经济
区未来的美好期许。

中信建设副总经理、资阳临空开
发公司总经理钟宁在会议现场作主题
演讲时表示：“从无到有，白纸作画，让
中信和资阳成为了城市合伙人，我们
是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关系是‘共生’
的关系。”

当天，推介会还包装推出了田园
综合体、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
物流等产业项目 16个，投资总额达 267
亿元，吸引 150 多家企业代表参加活
动。据了解，为了引入符合临空经济
产业规划的企业，目前，资阳片区开展
的产业导入也设置了禁入清单，重点
瞄准环保不过关和低端、粗放式、作坊
式企业。

什么是“共享”？
企业表态

刷新行业标准 延长产业链

本次活动签署了《产业发展服务
合同》，通过合同的形式把产业招商
服务作为 PPP 项目重要内容予以固
化，为临空经济区产业导入和培育奠
定基础。

安必信（上海）控股有限公司总
经理奕林告诉记者：“临空经济的发
展早已破题。我们拟在资阳片区建
设 400 亩左右 20 万平方米的物流园
区，尝试把物流产业链条进行延长，
例如我们会考虑把触角延伸到末端
生产（组装）、快速消费品的仓储、智
能冷链分拨、医药温控、人才培训等，
刷新人们对‘物流’的认知。待园区
全部运作起来之后，预计生产总值能
达到 150 亿元左右。到时候，资阳就
是上海安必信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桥头堡，企业和地方就能共享发展的
硕果。”

产业是支撑临空经济区建设发展
的重中之重！2018 年以来，我市一边
全速推进临空经济区建设，一边积极
研究起草资阳临空经济区招商引资产
业清单、产业支持政策、项目准入管理
办法等政策体系，为全面开展产业导
入工作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整合政
企招商资源和招商力量，创新建立由
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与临空开发公司共
同执行的政企联合招商机制，成立临
空园区服务公司专门负责临空经济区
产业导入相关工作，为入区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的全程服务。

（下转二版）

共享新机遇 筑梦同城化
——成资同城化投资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侧记

共生共享 共创临空新可能
——2019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投资推介会侧记

成资同城化投资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推介会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