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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朱丽君 记
者 杨琦 文/图）7 月 13 日，记者从甘孜
州中藏医药产业办获悉，今年以来，甘孜
州抓实推进药材种植、药材加工、康养服
务，加快中藏药业"三产融合"发展。

抓一产，推进药材种植。全力推进药
材种植，甘孜州在大渡河流域及东部片
区推广种植波棱瓜、天麻、川贝母等品
种；在金沙江流域及南部片区推广种植
黄芪、藏木香、酸石榴等品种；在雅砻江
流域和北部片区推广种植秦艽、大黄、人
参果等品种。

近年来，甘孜州规范基地建设，集中
连片打造标准化药材基地，加快推进藏

木香、雪山一枝蒿、变叶海棠、人参果、光
核桃等 5个万亩基地，加快建设波棱瓜、
重楼、羌活、川续断、黄芪等5个五千亩基
地建设。

抓二产，推进药材加工。全州积极培
育药材加工企业，协调指导药品、饮片生
产，推进德格宗萨、乡城藏青兰、白玉藏
品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督促指导雪域
俄色、圣果沙棘、蓝逸乳清等企业抓好保
健产品的开发生产。

同时，推进州藏医院、德格、白玉、乡
城、色达、宗萨、石渠7个藏医院制剂室提
档升级建设，实现藏药制剂规范生产。

抓三产，推进康养服务。大力发展康

养产业，甘孜州挖掘中藏医药特色资源，
开发具有中藏医药特色的服务项目，加
强全州旅游中转站、目的地藏药浴、藏医
养生保健、旅游餐饮、藏式瑜伽等藏医个
性化服务。

同时，加快高原健康供氧产业，完善
高原健康供氧服务体系，创新医疗服务，
逐步推进中藏医药健康服务评估大数据
应用和发展中藏医远程医疗和养生保健
互联网服务，探索中藏医特色健康管理
智能化，提高健康医疗大数据开发利用
水平，探索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和医药物
流"互联网＋"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康巴
高原中藏医药健康旅游品牌。

五年，是一把标尺，标注着安居发展的高
度；五年，是一次跨越，见证着安居发展的速度。
五年来，安居区坚持“工业强区”战略，着力培育

“3+2”现代工业产业，坚定不移当好产业兴区、
制造业强区排头兵，勇挑“工业大梁”，奋力推进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遂宁安居区第四次党代会
以来，全区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立足县
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研判发展形势，着
力培育“3+2”现代工业产业，提出了建设“全省
特色工业示范区”的发展思路，特别是围绕市委
赋予安居“两示范一引领”战略定位，召开区委
四届十三次全会，提出“五个领跑、两个提升”的

“十四五”奋斗目标和“137”经济工作思路，让
“工业强区”战略更加清晰有力，全区工业经济
再次实现华丽嬗变。

时下，走进安居大地，发展的热潮扑面而来，
虽是盛夏酷暑，烈日当头，但安居工业发展的强
劲势头却不减一分：项目引进落地开花，车间生
产开足马力……一个个场景昭示着安居区工业
经济的勃勃生机，彰显着无限的干劲和活力。

大力发展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加快建设“中
国锂业之都”引领区是安居五年来工业发展的
重头戏。来到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
司内，项目4期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公
司生产副总陈质斌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四
川裕能持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分别于 3月、6
月完成项目 2期、3期的建设，达成生产磷酸铁

锂 2.3万吨，产值 9.7亿元，再一次刷新“安居速
度”。

“目前正在建设的四川裕能 4期，它的年产
能 6万吨，预计到 2021年的 11月份将满产能释
放，届时四川裕能的年产能将达到17万吨。”四
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
陈质斌说。

五年来，安居区将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发展
作为“一号工程”，通过产业招商、产业链布局、
政策保障和贴心服务，全面开启“锂”想新征程，
做大做强锂电百亿产业，累计引进四川裕能、上
海格派、河北坤天等锂电及新材料项目 13个、
总投资超 240 亿元，安居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实
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由弱到强，达到 22个。
其中，踏“云”而来的四川裕能，从签约到开工不
足1个月，开工到投产不足4个月，刷新了“安居
速度”，是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基
地，“中国锂业之都”引领区的建设步伐逐年加
快。今年1-4月，全区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实现产
值 3.7亿元，同比增长 1048.22%，预计 2021年产
值突破50亿元，2022年将达到100亿元。

天然气，是这方热土赋予安居区的宝贵财
富。

2018年12月25日晚上8点33分，作为中石
油在川建设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中石油
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原料气年处理量首次
达到 100亿立方米，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一时
刻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五年来，清洁能源产业在安居区持续壮大，

安居区依托天然气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天然气
清洁能源产业，狠抓天然气资源就地转化和产
业链延伸，中遂净化天然气处理量达463.3亿立
方，2020年实现产值24.8亿元；中国华电集团天
然气发电、川能投天然气储气调峰等项目加快
推进，全力推动遂潼天然气产业园建设，安居区
正成为遂宁建设西南地区绿色化工基地和四川
建设中国“气大庆”的主力军、主阵地。

“遂宁储气调峰基地项目是省委省政府重
大的政治工程，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我们
公司对项目落地也进行了前期的调研，最终将
项目落地在了遂宁市安居区，主要是因为安居
区这个地方有化工园区，具备项目入园基本条
件，再加上园区区域位置更有利于项目后期发
展和规划。”遂宁储气调峰基地项目生产副总马
如伦说。

“目前我们正在紧张地开展招标和订商工
作……计划在 2022 年 7 月 5 号之前能够（完成
主要设备）进场安装，保证9月30号投产出液。”
遂宁储气调峰基地项目执行经理练章富说。

制造业强区，做大做强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是安居区五年来坚定不移的方向。2018年 3月
17日，在安居经历 4年成长的四川江淮迎来第
50000辆整车下线，2019年5月13日，第一台“遂
宁安居造”新能源汽车在安居下线。短短几年时
间，四川江淮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江淮奇迹”，也
同步刷新了“安居速度”。

走进四川江淮生产车间内，安装、测试、下
线，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工

人师傅们正全力以赴的赶制着订单。据公司生产
物料部部长常江介绍，今年1月到5月期间，四川
江淮一共下线车辆12783台，对比去年同期增长
10%，其中，中卡销量的上涨最为突出。

“主要的增幅是在中卡，预计在上半年能达
到 3500 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产）量，预计
全年保底是6000台，力争8000台……今年定的
目标是 31000 台，从目前上半年来看，基本完
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达成全年的目标还是有
希望的，产值的话1到5月份是11.87亿元，同比
增幅率达2.3，全年预算目标是28.8亿元。”四川
江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物料部部长常江说。

自江淮汽车入驻安居区以来，龙头带动的
“蜂王”聚集效应不断发酵。安居区“剑指”现代装
备制造业，围绕龙头做好配套招商，不断引进汽
车汽配产业上下游配套项目，拉长产业链条。通
过产业链招商，全区机械装备制造企业34家，为
江淮配套企业近20家，初步形成集汽车零部件、
机械加工、机械制造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回眸五载辉煌路，砥砺奋进绘新图。五年
来，全区共培育规上企业41家，净增加25家，规
上工业总数达 66家，总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1%，连续7年排位全
市第一；工业企业实缴税收达到 12.78亿元，工
业增加值占GDP总量 43.2%，对GDP的贡献率
达 60.3%，工业成为全区经济发展最强动力，为
全区GDP突破200亿元大关提供了有力支撑。

李佩洋 刘圆 王超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琳琪

6月四川CPI同比上涨0.2%
猪肉价格继续带动食品价格下降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7月 13 日，国
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统计数据称，今年 6
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2%，涨幅较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
涨0.1%，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4.9%，非食
品价格上涨 1.4%；消费品价格下降 0.2%，服务价
格上涨0.9%。

从同比变动情况来看，6 月份，食品烟酒类
价格同比下降 2.5%，影响CPI下降约 0.76个百分
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25%，影响CPI下降
约 1.23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41.3%，影响
CPI 下降约 1.18 个百分点 ；禽肉类价格下降
3.4%，影响 CPI 下降约 0.05 个百分点；食用动物
油价格下降 28.2%，影响 CPI 下降约 0.03 个百分
点；水产品价格上涨 17.7%，影响CPI上涨约 0.18
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五涨二降。其中，居
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4%、0.6%、5.6%、2.1%
和 0.7%。衣着、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下降
0.3%、0.5%。

从环比变动情况看，6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
环比下降 1.6%，影响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
降约0.49个百分点。

6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7%，跌
幅较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下降
0.7%，农村下降 0.7%；食品价格下降 2.7%，非食品
价格下降 0.3%；消费品价格下降 1.1%，服务价格
下降0.1%。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一涨六降。其中，医疗保
健价格上涨 0.4%；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价
格分别下降0.3%、0.7%、0.1%、0.3%、0.5%和 0.3%。

针对6月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1.3%、环比下降
15.3%这一现象，该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食
品价格下降主要还是猪肉价格降幅扩大带动。随
着猪肉储备收储工作的开展，猪肉价格短期内已
出现筑底特征，预计短期内猪价有望震荡回升。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
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
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推动贸易
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对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
外贸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外贸领域制度创

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要坚持鼓励创新、坚持包容审慎、坚持开放合作
的基本原则。《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20项重点
工作。

一是积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外
贸发展。推广数字智能技术应用。完善跨境电
商发展支持政策，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试点范围。培育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鼓励
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
外仓建设。完善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提高
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进中小微企业
借船出海，带动国内品牌、双创产品拓展国际
市场空间。

二是持续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提升传

统外贸数字化水平，支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政策框架，提升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便利化水平。支持各试点区域因地
制宜探索创新，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是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
展。进一步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提
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平，支持综合保税区、自
贸试验区内企业开展保税维修。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发展离岸贸易。支持外贸细分服务平台发
展壮大，鼓励外贸企业自建独立站。

四是优化政策保障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引
入“沙盒监管”模式，推动部门间数据对接。落实
财税政策，优化相关税收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的支持力度。便捷贸易支付结算管理，深
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五是营造良好环境。维护良好外贸秩序，探
索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保护公平竞争。推进新型
外贸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和专业
人才培育。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外贸新
业态新模式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跨国物流等领域国际合作。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及时出台相关措施，继续
大胆探索实践。不断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积
极营造鼓励创新、充满活力、公平竞争、规范有
序的良好氛围，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持
续创新发展。

获“一县一策”政策支持

宣汉迎来争创全国百强县重大利好

四川经济日报达州讯 （张平 雷承文 记
者 王晓英）7 月 13 日，记者从宣汉县委宣传部
获悉，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四川省争创全国百强县百强区百强镇支持
奖励办法》《全国百强县百强区百强镇培育工作
方案》和《关于支持达州市宣汉县创建百强县的
培育政策措施》，明确支持宣汉争创全国百强
县。该重大利好政策将为宣汉县争创全国百强
县增添强劲动力。

《奖励办法》和《工作方案》明确，按照“因地
制宜、一县一策”原则对培育县（市、区）给予专项
资金、政府债券、产业基金、财金互动、用地保障、
科技专项、项目单列、招商引资、试点示范等 9个
方面的政策支持；对经培育首次进入全国百强和
入围全国百强后年度排位上升 3 位以上的县
（市、区）分别按照 1亿元和 3000万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财力奖励。同时，《政策措施》明确，宣汉
将享受省级层面量身定做的“一县一策”支持政
策，主要从主导产业培育、功能平台建设、要素政
策支持等方面给予宣汉政策支持。其中，在产业
上，重点支持发展锂钾产业，鼓励发展文化旅游
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功能平台建设上，主要支持
普光经济开发区在符合条件基础下有序开展扩
区（调位）工作，创建特色产业园、国家级经济开
发区等。在要素政策上，主要从加大金融支持、加
大人才政策支持、加大用地保障支持等方面给予
政策支持。

我国上半年
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元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13日发布数据，今
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8.07万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7.1%，连续13个月
实现同比正增长，外贸稳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当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
国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与
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22.8%。

从贸易伙伴来看，上半年，我国对前三大贸易
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2.66万亿、2.52万
亿、2.21万亿元，分别增长27.8%、26.7%、34.6%；对
日本进出口1.18万亿元，增长14.5%。同期，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
增长27.5%、22.7%。

数据显示，同期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8.64
万亿元，增长35.1%，占我国外贸总值 47.8%，较
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持续位居我国第一
大外贸经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民营
企业进出口增速前 10位的省份中，有 8个来自
我国中西部地区，表明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5.83万亿元，增长 29.5%，占出口总值的 59.2%，
较去年同期提升 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汽车分别增长
17%、23.3%、101.4%。同期，医药材及药品增长
93.6%。

进口方面，我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
其中，进口铁矿砂 5.61亿吨，增加 2.6%；天然气
5981.9万吨，增加23.8%；大豆4895.5万吨，增加
8.7%；玉米1530.2万吨，增加318.5%；小麦536.8
万吨，增加 60.1%。同期，进口原油 2.61亿吨，减
少3%。

李魁文说，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
了有力支撑。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了外部
需求增加。此外，去年基数较低以及价格因素
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增长也起到了拉动作用。

药材加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五年“工业强区”路“安居速度”铸辉煌

遂宁安居区加速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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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预计
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将平稳增长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韩婕）7月13
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
健弘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余额的增速是11%，与上月末基本持平。预
计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将平稳增长，增速与GDP
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阮健弘表示，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有一些分化，
这种分化可能会对总量的感受产生一些影响。一
是影子银行压降使表外融资减少较多。上半年，委
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项
表外融资净减少 8436亿元，同比多减 8699亿元。
二是去年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政
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发行量都比较大，今年恢复常
态化增长，所以面临高基数的对比。此外，对实体
经济发放人民币贷款和股票融资有所增加，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 6135
亿元；非金融企业的股票融资是 4955亿元，比上
年同期多增2494亿元。

展望下半年，阮健弘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将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服务好实体经济，预计社会
融资规模将平稳增长，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基本
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