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张欢欣鼓舞的成绩单——
四川电力供应运行平稳，尤其是9月份

以来全国电煤“紧”声四起、多个省市拉闸限
电的大背景下，我省并未出现拉闸限电。

这是一条激动人心的上扬线——
四川电煤库存 8 月 11 日最低时仅有 59

万吨，到11月30日，已增至523万吨，增长近
8倍。

11 月 27 日，四川电煤库存 485 万吨，提
前3天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不低于去年
同期483万吨存煤目标任务。

这是一颗来之不易的定心丸——
前三季度，四川发电量同比增长 6.9%，

全省电力生产和消费基本保持动态平衡，工
业生产稳步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0.7%。

力解燃“煤”之急、“电”亮千家万户。四
川奋力打响电力电煤保供攻坚战，赢得漂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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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依法治统 更好发
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能源保供有成效】
电煤库存增长近8倍

单日最大进煤量创历史新高

12 月 2 日，成都阳光明媚。记者走进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处、电力处的办公室，空
气里不再满是高度忙碌带来的紧张气息。

“截至 11 月 28 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 497.5
万吨，按 95%开机负荷测算，可用天数均在 20 天
以上。”翻开 11 月 29 日最新一期的《2021 年迎峰
度冬电煤保供工作周报》，记者似乎找到了变化
发生的答案。

相较迎峰度夏期间的捉襟见肘，经过连续 3
个月的保供攻坚，四川的电煤库存，如今，真真切
切，稳住了。

一组来自经济和信息化厅的数据，是最让人
安心的证明——

迎峰度夏期间我省电力稳定运行。1—10 月，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270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9%，高于全国 3.7 个百分点，其中全省工业用电
同比增长 16.7%，全省电力供应运行平稳，有效保
障了全省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油气运
行在合理区间，维持供需总体平衡。

省内能源增产增供效果明显。11 月，全省煤
炭日均产供分别为 5.7 万吨、4 万吨。外购压力稳
步缓解。成品油库存 48 万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天然气 8—11 月产量 18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3%，供应四川气量 8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

外购资源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落实陕西 330
万吨保供资源基础上，拓展落实云南、贵州电煤
资源 150 余万吨。已落实外购电 60 亿千瓦时，支持
达州燃机满负荷用气需求，发电 20 亿千瓦时。

提前完成国家要求存煤目标任务。电煤库
存从最低时的 59 万吨（8 月 11 日），提升到 11 月
30 日的 523 万吨，单日最大进煤量达到 22.9 万
吨，创历史新高。11 月 27 日库存达到 485 万吨，
提前 3 天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不低于去年
同期 483 万吨存煤目标任务。

水库蓄水基本完成。统筹水资源综合利用，四川直调水库蓄能值 46
亿千瓦时，水电蓄能比达到 86%。

经济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总体看来，我省
电力电煤保供已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全省电力供应平稳、电价稳
定，为保障前三季度四川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
的良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稳供有力度】
率先建立省级协调机制

千方百计“开源”精打细算“用能”

“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对四川提前完成电煤保供目标任务，有这样一
句评价。

这背后无数的心血和努力，浓缩在8期薄薄的电煤专报中，尽管一期最
长不过1561字，最短才区区644字，却是力透纸背、意重千钧。

上月末最新一期报告写道：“11月 22日-28日，日均进煤 17.99万吨。”
倒回8月，“17.99万吨”这个数字几乎能占到全省电煤库存最低时的近三分
之一。

为了实现纸上这简单的一句话，四川千方百计下足了功夫——
8月，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电力电煤供应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其后，迅

速制定出台应急保供联动工作方案和电力电煤保障供应 9条措施，多次组
织电煤电力保供协调会。相关厅局、市州和企业相应成立了电力电煤保供机
制，相关企业积极响应。整体构建了省市县联动、供应链上下游联动、政企联
动的供应保障格局。

为切实做好电煤保供，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常务副
省长罗文，副省长罗强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保供工作。

为增加省内外能源供给，四川“内挖潜力、外扩增量、层级负责、联合保
供”，打出“组合拳”。全力推进省内煤矿生产达产满产的同时，大力开展电煤
外购。为协调省外煤源保障供应，罗强副省长带队专程赴陕西、云南等地。经
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派厅领导赴晋陕蒙专项对接保供资源，成立电煤协调工
作专班赴陕西蹲点驻矿，并会同省电力公司协调签订陕西、新疆、甘肃、宁夏
等外购电力。“厅领导去买煤（电）了！”成为那段时间记者到经济和信息化厅
采访时常听到的回答。

功夫不负有心人。全省电煤库存逐步回升，由每日净耗向净存转变。翻
开电煤专报，第一期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已上升
为170万吨；到第二期，截至10月17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已实现可用天
数均在7天以上；到第四期，截至10月31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破200万
吨；到第六期，截至11月14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破300万吨，按95%开机
负荷测算，实现可用天数均在14天以上；到第七期，截至11月21日，全省主
网火电厂存煤破400万吨；到第八期，截至11月28日，全省主网火电厂存煤
按95%开机负荷测算，实现可用天数均在20天以上。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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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孝故里，大美旌阳。
德阳旌阳，石亭江畔的千年古城。
这里地灵人杰，物阜民丰。
地灵，是为一半山水一半城。
人杰，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东汉大孝子姜诗在这

里生长，源远流长的德孝文化扬名天下，延绵千年。
旌阳古属梁州，后隶蜀郡，唐高祖武德三年置县，距

今已1300多年。
从历史深处走来，旌阳，既有说不尽的往日故事，又

有面向未来的新梦想。
11 月 29 日，省政府正式印发《成都都市圈发展规

划》，作为成渝经济区重要区域中心，成都经济区重要增
长极，德阳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旌阳再迎新机遇。

站在新时代，旌阳瞄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振兴样板区、成都都市圈现代都市
农业示范区，坚持优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社融、
业兴、村美、文盛、民悦”目标，建立“全域规划、全域推进、
全域服务”制度体系，形成“点上示范、线上典范、面上规
范”推进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旌阳特色的城乡融合、全域
振兴之路，描绘出“都市田园、大美旌阳”的秀丽画卷。

旌阳，作为大孝故里，往日，不缺讲述的故事，今朝，
围绕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产业兴
盛、人才回流目标，不断大刀阔斧搞改革、全力以赴要发
展……

如今旌阳，吸，有清新空气；食，有安全果蔬；行，有
迎面笑颜；居，有充足阳光。

如今旌阳，如一束艳阳，耀映大地，诱引着全国各地
宾朋前去休闲度假、安居乐业。

如今旌阳，荣誉多：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全
国科技创新“百强区”、营商环境“百强区”、幸福“百强
区”，被省委纳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区”重点培育对象。

走进旌阳，这里山村面貌焕然一新，仿佛“世外桃
源”重现，实现着人们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
好想象。

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
“图鉴”在波澜壮阔中次第展开……

沃腴田野上的“农强”图鉴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600多年前，元代大画家黄公望醉心富春山水，绘就了一
幅经典的传世画作《富春山居图》。

600多年后的今天，旌阳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正描
绘着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春有油菜花黄，夏有麦浪滚滚，秋有稻海滔滔，冬有
蔬菜荟萃。

在旌阳区，无论哪个季节，都不曾辜负厚土。
“旌阳是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平安农机示

范区、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全省
助农增收先进县。”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旌阳整治农田水利渠系71.16公里，新增节水灌溉面
积 6.56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15.7万亩，粮食总产量稳
定在23万吨以上。

成绩背后，既有先天条件，更有旌阳儿女后天的不
懈奋斗。

如今，旌阳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呈现出乡村振兴大发展“图鉴”：

高位推进，谋定后动——
坚持把乡村振兴作为中心工作，落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构建“区委政府牵头抓总、行业部门全面参
与、乡镇街道全力推动”大格局。

机制保障、政策支持——
建立“全域规划、全域推进、全域服务”制度体系和

“点上示范、线上典范、面上规范”推进机制，出台涉农项
目管理办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构建多元投
入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政策支持。

全域规划、科学布局——

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村庄规划+品牌规划”
体系，编制完成旌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
划和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规划，以及33个村庄规划。2021年初，旌阳启
动全域品牌战略规划，培育旌阳乡村振兴区域品牌。

“进入新时期，旌阳以‘人的振兴’为核心，以产业振
兴为基础，明确‘改革、数字、美育’三个重点，加快推动
农民农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相关负责人说。

小桥流水，青山环抱，乡村振兴给乡村带来全新
活力。

村落有致间的“农美”图鉴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既是农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总体要求。
11月22日，省委宣传部公示，东湖街道高槐村入选

首批省级乡村文化振兴样板村。
高槐村，德阳主城东郊7.5公里，一个曾经的市级贫

困村、空壳村。
几年前，城里人胡榕夫妇来到这片田野，开创了乡

村在文创产业找饭吃的新路子，现在，高槐村成了“植
染+手工”特色民宿、非遗潮汕工作室、乡村音乐主题客
栈等集聚的文创高地。

前后引进乡村音乐、青溯植染、“非遗”潮扇等新业
态50余个，建立创新协作平台，构建了“农文旅+众创田
园”产业模式。定期举办“赋能高槐”众创营培训，引导产
业差异化发展，实现乡间美食可吃、休闲咖啡可品、田园
民宿可住、特色产品可带，实现年接待游客约 50万人，
旅游综合收入超5000万元，入选“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亿元村名单”。

以前的贫困村、空壳村，现在，鲜花盛开、咖啡飘香，
成了“诗和远方”的网红打卡地和特色文创基地，被游人
称为德阳的“北欧乡村花园”。

不止是高槐。旌阳探索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的旌阳路
径，建立起乡村振兴的“旌阳标准”，打造“旌韵高槐”“红
光印象”等5个乡村振兴样板。

乡村要活力，更要美，旌阳用“乡村美育提升”行动
为乡村铸魂。

12月初，11位知名艺术家结束了旌阳区的艺术驻
留活动，3个月间，艺术家在东湖街道、天元街道、孝感街
道、孝泉镇、新中镇5个点位深挖文化资源，创作根植于
旌阳文化的艺术品……

艺术家驻留，彰显着旌阳践行“美丽中国”、“美丽四
川”、“美丽德阳”，建设“大美旌阳”的力度。

如今旌阳，正进行“艺术旌阳、焕彩城乡”美育提升
行动，以美学教育、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为方向，打造新
时代艺术天际线和风景线，构建美丽空间，创造美好生
活，营造美育环境，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国际品质、文化
特色的“美丽旌阳”。

“美”在育，城市建设起社区美育中心，乡村孵化起
美育基地，美育课堂开起来，一批有美感的本地师生、新
农人、新社区人涌现。

“美”在城，将艺术因子融入城市更新行动，进行城
市美学提升，从特色街区打造、城市公园建设、老旧小区
改造等多方面彰显城市美学艺术。

“美”在村，充分结合艺术和乡村，纵深推动美育提
升行动，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打造桂
花村、龙居村、高槐村、红伏村4个艺术乡村。

一幅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呈现，这里正
成为美美与共、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智慧手段下的“农兴”图鉴

旌阳的乡村振兴“图鉴”离不开数字赋能。
11月23日清晨，几辆货车从旌阳区孝泉镇出发，满

载着精品鲜蔬。这些蔬菜包装上印有专属二维码，实现
对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追溯。

蔬菜专属溯源二维码背后，是由数字农业生态铺开
的“一张网”。

这张“网”，详实记录了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全天候、
不间断、全维度的监测数据，构建起农作物全生长周期
的数字化模型，让生产环节一览无余。

几公里外，旌阳区农业农村局内，“旌阳区数字三农
全景看板”系统终端大屏上，有“一张图”，点击进去，对
应地块的地理坐标、土地性质、面积、承包权属、流转情
况等“身份信息”清楚显示。

工作人员介绍，该系统将各部门涉农信息数据资源
整合，以“1+3+N”旌阳数字农业管理模式为主体架构，支
撑“一网一链”的大数据全景版图。

2020年以来，省委明确提出争创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德阳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重要内容。旌阳区也把
数字农业作为建设数字乡村的“先手棋”和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关键招”。引进一流农业数字化和区块链技术企
业，系统谋划以“一图、一网、一链”为标志的数字农业蓝图。

“一图”是“1＋3＋N”全区域资源管理图。“一网”指
的是天空地一体化物联网系统，为一张图提供数字化支
撑。“一链”，则串起商家、渠道、人才、金融、服务，实现产
品溢价，打造旌阳数字农业产业化生态链，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 （下转2版）

不负厚土不负民
德阳旌阳的乡村振兴“图鉴”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闫新宇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廖振杰）12 月 7 日，由
四 川 省 农 民 工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主 办 ，以“ 雁 归 天 府
创赢未来”为主题的四川省 2021 年农民工和企业
家返乡入乡创业项目推介暨集中签约活动在蓉举
行。14 个返乡入乡创业项目在现场成功签约，总金
额达 50.75 亿元，涵盖现代农业、生产加工、科技研
发等多个领域。

此次签约活动吸引了近100名川籍农民工和企业家

参加。现场，梓潼县百草园中药材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合
江县真龙柚洗选、营销、深加工项目，威远县穹 旅游项
目进行现场推介。返乡入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代表蒋军和
在外川籍企业家代表郑勇进行交流发言。

今年以来，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在福州、贵
阳、杭州、广州开展了四川省 2021年农民工及企业家返
乡入乡创业项目系列推介活动，推介优质创业项目 202
个，引资额达750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昭颖）12月7日，记者从成
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随着日前四川观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正式上市，成都A股上市
公司成功突破100家大关。至此，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广州、苏州、南京、无锡、宁波后，全国所有城
市中第10个A股上市公司总数破百的城市。

从板块分布来看，目前成都在沪深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100家上市公司中，上交所主板26家、科创板12家；深交所主
板31家、创业板30家；北交所1家。基本形成了各个板块定位

清晰、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从行业分布来看，目前成都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生物

医药、计算机、公用事业和机械设备等领域。成都上市后备
队伍也呈现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优势并举的特色，目前
处于上市辅导期的成都企业中，除传统的制造类企业外，还
汇集了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的龙头企业。

截至目前，成都市境内外上市公司128家、过会待发
12家，共140家。

四川省2021年农民工和企业家返乡入乡14个创业项目集中签约

成都A股上市公司超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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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推动制造业招商引资工
作走深走实

走向幸福生活的旌阳人（旌阳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