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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卿美豆）“吾家蜀江上，
江水绿如蓝。”这是苏东坡笔下的家
乡眉山。9月 3日至 4日，成德眉资
四城网络新媒体走进眉山，参观中
法农业科技园、东坡泡菜城、三苏
祠、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柳江古镇等
地，深入采访报道眉山在成德眉资
同城发展中的优势产业、发展成效、
先进做法等。

依托区位优势
引项目助发展

眉山，位于成都之南、岷江之
滨、峨眉后山，辖两区四县、7140 平
方公里，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
市。跟德阳、资阳一样，毗邻成都。
眉山距离成都 60 公里，紧邻双流、
天府两大国际机场，距离都在 50公
里内，构成“等边金三角”，是四川唯
一与成都共享国家级天府新区金字
招牌的地级市。

首日，采访团首站来到眉山天
府新区，据了解，该区域作为国家级
天府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紧
邻成都的区位优势、优良的生态环
境、丰富的康养资源，加快布局医疗

康养产业，高端健康产业新城初现
端倪，在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中，眉
山天府新区无疑成了产业同城的示
范和“桥头堡”。

据眉山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眉山天府新区实施了“全球招
商”计划，引进中法农业科技园、中
日国际康养城、天府乐高乐园、加
州智慧城、川港合作示范园、联想
创新科技园、阿格瑞 OLED、通威
全球创新基地、清华启迪创新产业
园等 37个重大项目，协议总投资近
5000 亿元，世界 500 强企业增至 18
家，以国际化大项目促进区域跨越
式发展。

溯源饮食文化
小泡菜 大产业

眉山不仅孕育了众多文人名
家，还孕育出了奇妙美食——东坡
泡菜。在东坡泡菜城，采访团参观
了泡菜博物馆、泡菜产业技术研究
院、工厂生产线，了解到小泡菜背后
的强大能量。

“东坡泡菜”从寻常百姓餐桌走

向产业化、国际化，牵动了整个眉山
多产业发展，先后登陆日本、韩国、
美国、澳大利亚、欧盟、东南亚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眉山从 2009 年起连续 11 年举
办“泡菜博览会”。 以展会为平台，

“东坡泡菜”牵动了整个眉山多产业
发展，并引领悠久的东坡美食焕发
出新的生机活力。如今，眉山 13个
门类农副产品抱团闯市场，形成泡
菜、粮油、调味品、糖果糕点、乳制
品、畜产品、茶叶、酒、饮料等为主导
的“味在眉山”食品工业体系，规模
以上食品工业企业 70 余家。据相
关统计数据，2019 年“味在眉山”实
现销售收入 937.8亿元。其中，东坡
泡菜销售收入 185.6亿元，市场份额
占全国 1/3、全省 1/2。

古今和谐交融
人与自然平衡共赢

这里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
苏辙三父子的故乡，唐宋八大家，眉
山占三席；两宋年间，眉山考取 886
人，史称“八百进士”，就连宋仁宗也
感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呼！”

三苏祠庭院一直是文人墨客和
广大民众拜祭圣贤的聚集场所，经
数百年的营造，周围红墙环抱，绿水
萦绕，荷池相通，古木扶疏，堂馆亭
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错落有
致。采访团来到三苏祠景区内，在
景区解说员的带领下，了解三苏文
化。穿梭于古色古香、美轮美奂的
宋代古建筑中，采访团成员发出感
叹：“这里真的太美了！”

提到眉山好生态，就不得不说
说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的洪
雅县。它属成都平原经济区，是天
府新区重要节点、成眉同城发展辐
射区。在洪雅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景
点——柳江古镇和玉屏山景区，大
家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置身于
柳江的山水间，行走在古镇的青石
板路上，耳边古筝丝竹悦耳，身旁精
致的仿古建筑、各种传统民俗表演，
让采访团成员对柳江的人文、风景
都赞赏有加。

规划同城、基础同网、产业同
链、文化同脉……采访团成员纷
纷表示，未来四市在助推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中，更将优势互补，
共兴共荣！

共建 对外开放机制

通过优化整合成德眉资四市贸促资源，发挥
成都“主干”牵头作用，带动德阳、眉山、资阳“支
干”协同发展，建对外开放机制。围绕四市对外
开放工作，联合搭建企业供需交流合作平台，共
享优质活动资源，抱团参加境内外各项重大经贸
活动，扩大展会效果和经贸合作实效；加强对成
德眉资的整体营销，吸引高端资源要素汇聚四
市，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
代产业集群和经济共同体，全面提升区域对外开
放水平及知名度。

共建 会展平台品牌

通过组建会展联盟，创新办展办会模式，共
同培育高端展会或专业展会项目，打造品牌展
会，采取“共同举办”“轮流举办”的方式试点四市
整体包装办展办会；或以设置分会场、相互代为
招展形式加强展会间合作；利用各自官方网站、
媒体资源相互宣传、推广重大经贸活动，并鼓励
利用重大展会平台联合开展联合推介和招商引
资推介工作；相互支持本土展会活动并组织企业
参加，不断推动四地优质企业、特色产品“走出
去”，实现互补互融。

共享 优势资源

对国家贸促会、省贸促会提供的各项政策及
活动资源共享共用，着力构建四市一体化发展，
做大做强“成都都市圈”。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
展合作，推动四市优势产业互动互补；加强市场
主体深度合作，加强会展场馆、会展企业及相关
产业链企业合作，经验共享，打造展城一体的城
市会展商务区。此外，在重点展会举办期间，四
市还将相互推荐和帮助邀请重要嘉宾和专业观
众，相互组织代表团和企业参会参展。

□ 成都日报记者 袁弘

9月 4日，成都轨道建设管理公司
宣布，轨道交通资阳线拟于 2020年 12
月底前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底通车
试运营。

轨道交通资阳线（以下简称资阳
线）是连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天府
国际空港新城和资阳市的轨道交通
快线。该线路起于天府国际机场南

侧的成都轨道交通 18号线福田站，止
于成渝客专资阳北站，采用地面、高
架和地下相结合的敷设方式。

线路全长约 38.69 公里，共设置
车站 7 座，其中高架站 3 座（福田站、
吕家咀站、临空经济区站），地下站 4
座（娇子大道站、苌弘广场站、宝台大
道站、资阳北站）,全线估算总投资约
133.84 亿元。列车最高运行时速 140
公里，预留时速 160公里条件。

日前，成德眉资贸促工作同城化发展第二
次会议在广汉举行，成德眉资贸促会签署合作
协议，明确四市共建对外开放机制、共建会展平
台品牌，为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贡献。

根据协议，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贸促
会将建立工作联动机制，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研究确定重要合作事项，协商解决重要问
题，统筹推进合作事宜，督促指导工作落地。

□ 德阳日报记者 邱洁

最高时速140公里 轨道快线直达资阳
轨道交通资阳线12月底前开工，预计2024年底通车

下好先手棋 共建都市圈 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1 落实成渝城市群建设、促进成资同城化发展的要求，实现
成都、资阳同城化，推动成都市、资阳市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2 利用“TOD”发展模式，引导沿线城镇空间布局，促进资阳
市对接东部新区、天府新区，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构建成资综合交
通体系。

3 创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升城市形象，推动成
资同城化发展，建设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发挥核心带动功能。

4 实现空铁联运、扩大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辐射范围、提升机场
配套服务的需要，将有力地支撑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东部新
区建设，同时提升机场陆侧交通配套，提高交通接驳服务水平，促进
落实成渝城市群规划。

继德阳至成都地铁3号线摆渡车开行后，9月4日上午，什邡至
成都地铁5号线华桂路站摆渡车开通，摆渡车票价为5元/人，中途
不停，全程运行时间50—60分钟，在5号线华桂路站A口上车。

市民有乘车需求或疑问，可以拨打地铁成都服务热线
61638000进行咨询。

运营时间：
10—30分钟一班，滚动发车
首末班车时间
什邡安顺汽车站：6∶00—18∶30
5号线华桂路站：7∶30—20∶00

成德眉资四城网络媒体走进眉山

探访优势产业先进经验

成
德
眉
资
四
市
签
署
合
作
协
议

共
建
对
外
开
放
机
制
共
建
会
展
平
台
品
牌

线路四大亮点

新闻链接

5元直达地铁5号线
至什邡摆渡车开通

柳江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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