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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
“锂”直
“气”壮绘新景
——打造
“东方气都”
“世界锂都”
的遂宁行动
□ 张琳琪

遂宁，地处川渝门户开合之枢、居中通衢之纽，是东进重庆、西入成都的重要门户。距成渝等距区位优势的遂宁，在奋力推
进“成渝之心”向“成渝之星”战略位势之变的时代要求中，率先走出一条“锂”直“气”壮的优势产业发展道路，开启了“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的全新征程。

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绿色低碳：催生高质量发展“时代答卷”
2021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遂宁市第八届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围绕绿色发
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十一
届十次全会就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决定，为全省落实国家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明晰了实践路径、明确了工作重点。
”
“全市上下要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为关键，着力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
势。
”
遂宁市委八届二次全会对遂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
全会指出，
要发挥资源优
势加快建设“东方气都”，推动有序开发，加快就地转化，完善
供给体系。
要提升产业能级着力打造
“世界锂都”
，
健全产业循
环价值链，
完善项目发展生态链，
探索产品应用创新链。
锚定
“东方气都”
“世界锂都”
新目标，
遂宁
“锂”
直
“气”
壮：
——看机遇：
在发展大势的
“坐标轴”
上，
举国上下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优先布局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遂宁锂
电、
天然气等特色优势产业迎来加速起势的
“风口期”
。
在区域
协同的“空间轴”上，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
式发布，必将有力推动成渝地区制造业联动发展、协同提升，
遂宁锂电、
天然气等特色优势产业迎来加速成势的
“突破期”
。
在机遇交织的
“时间轴”
上，
“十四五”
期间，
国家围绕
“3060”
双
碳目标，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遂宁锂电、
天然气等特色优势产业迎来加速聚势的
“机遇期”
。
——看优势：
遂宁储量丰富的天然气，
既是发展成势的资
源禀赋，
也是发展强势的希望所在。
截至 2020 年底，
以遂宁为
中心的区域常规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 8090 亿立方米，
占全省
总量的 20.27%，
居全省第一。
2020 年遂宁市境内创造全省气井
数量最多、
新建年产能最高、
日均产气量最大等三个常规天然
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历史之最。在政企合作上，2015 年，遂宁市
与中石油共同出资组建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开
创了中石油与地方合作先河，实现工业产值 110.6 亿元；近期

又与中石油洽谈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助力四川“气大庆”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产业链条上，
遂宁作为全省八大千亿绿色
化工产业基地之一，
产业链涵盖了从最前端到最后端。
锂电产
业发展方面，
遂宁与甘孜州、
阿坝州等锂资源富集地区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在上游锂材料领域集聚并形成了拥有国际话语
权的企业集群。天齐锂业先后收购澳矿泰利森 51%股权和智
利 SQM23.7%股权，
拥有资源折合碳酸锂达到 1600 万吨以上，
约占全球 20%，
是全球最大的矿石提锂开采和承销商。
四川裕
能已形成 17 万吨/年产能，是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生产基地。
全市已拥有各类锂电企业 52 家，各类锂电项目 60 余个，投资
总额 600 亿元以上，
全面投产后营业收入将突破千亿元，
从锂
资源综合开发到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格局
初步构建，
成为全国锂电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地区。
——看潜力：天然气方面，据中石油测算，预计到 2025
年，以遂宁为中心的天然气远景储量将达到 3 万亿立方米，
探明储量达到 1.3 万亿立方米，占全省常规天然气总量的
71%；生产规模突破 200 亿立方米、占全省常规天然气总产量

的 50%以上。遂宁正全力冲刺“建设国家天然气千亿立方米
级产能基地、打造天然气全产业链千亿产业集群”的两个“千
亿”发展目标。锂电产业方面，遂宁正加快推进“充、储、备、
换、售”五位一体的城市锂电能源综合体。预计到 2025 年，全
市基础锂盐、正负极材料规模全球领先，基础锂盐产能达 20
万吨，约占全球市场需求的 15%；正极材料产能达到 80 万吨，
负极材料达到 20 万吨，正负极材料产能约占全球市场需求
的 20%，
全市锂电产业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
“对遂宁而言，要想在未来发展中抢抓机遇、抢先发展，
就必须深刻把握国际发展环境和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化的
大趋势，加快解决好发展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技术问
题等，牢牢掌握绿色低碳发展主动权和制胜权，最终实现换
道超车、跨越发展。
”
遂宁市委书记李江说。
为此，遂宁紧紧围绕构建“3+3+3”现代工业体系，把着
力打造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东方气都”和具有引领行
业发展风向标的“世界锂都”作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主攻方
向，
协同推进其他产业发展。

2021 中国（遂宁）国际锂电产业大会项目签约仪式

东方气都：让“成渝之星”
“气”势高扬
遂宁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牢牢把握‘碳达峰、碳中
气产业集群。
和’带来的政策机遇和建设‘气大庆’的发展机遇，坚持绿色
“2021 年，
公司原料气处理量达到 98.06 亿立方米、
天然气
导向、市场导向、效益导向，融入川渝天然气千亿产能基地建
商品量 95.95 亿立方米；
实现营业收入 18.38 亿元。
我们将抢抓
设，构建‘能源开采、储气调峰、就地转化’综合利用体系，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战
快建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东方气都。”依托资
略机遇，以川渝两地政府决定共同打造川渝天然气千亿产能
源优势，营商环境赋能，遂宁加速建设“东方气都”，让“成渝
基地为抓手，全力建成中国‘气大庆’、遂宁‘东方气都’，在保
之星”
“气”势高扬。
障国家能源安全中挺起净化脊梁。
”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近日，记者来到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
“为国
2021 年 11 月 8 日，安居化工园区进入“四川省拟认定化
争气展现大担当”、
“创新驱动实现大突破”、
“强根铸魂筑牢
工园区名单公示”。安居区与潼南区共同打造遂潼天然气产
大气魄”……公司宣传展板上，一组组宣传用语透出公司“当
业园，谋划推进 15.35 平方公里的安居化工园区扩区拓园，为
好遂潼天然气产业园主力军，为四川建设中国‘气大庆’贡献 “东方气都”建设进一步拓展承载空间。预计到 2023 年，全区
力量”的底气和豪情。
天然气清洁能源产业产值将突破 100 亿元，成为安居第二个
在公司的观景平台上，顺着公司财务总监邓雪手指的方
百亿产业。
向望去，一群楼房清晰可见。邓雪说：
“那里就是重庆市潼南
建设
“东方气都”，
不只有安居。
城区了。
”
大英县作为遂宁能源化工产业的又一主阵地，能源化工
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是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
项目建设日新月异、招商推进如火如荼。2021 年 9 月，盛马化
的 6 个分厂之一。
在邓雪的工作服上，
还印着
“重庆净化”
的标 工实现一二期项目联产，与延长石油签订每年不低于 60 万
识。
从前，
企业间的合作由来已久。
而今，
以中石油遂宁天然气
吨原油供应合同，完成三期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大英县还招
净化公司为依托，
一个关乎两地的更大规模合作正在开启。
引鸿鹏新材料、苏博特新材料等关联项目 11 个，做强以环氧
遂潼两地将依托重庆市潼南区、遂宁市安居区丰富的天
乙烷深加工为核心的产业链，
年产值超 25 亿元。
然气资源和大企业优势，在安居区西眉、磨溪片区和潼南区
目前，遂宁市共储备能源化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37 个，
田家片区共建遂潼天然气产业园区，共同发展打造遂潼天然
其中综合利用项目（含油气融合）32 个，总投资 2722 亿元。成

功引进永津环保、上海复页新材料、安旭涂料等化工企业 25
户，引入川能投建设储气调峰及 LNG、龙蟠科技建设车用尿
素项目。随着项目的落地，
“东方气都”的建设内涵将不断丰
富，
为加速升腾
“成渝之星”
注入新动能。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遂宁市兴“东方
气都”联席会办公室主任江平表示，将从资源增产上储、能源
供给体系、天然气综合利用三方面发力，全面建设天然气全
产业链集群，抓实工作，打好基础，让“东方气都”
“ 气”势高
扬。一是巩固强化资源开发基础；二是着力完善能源供给体
系；
三是加快推动天然气综合利用。
剑指两个“千亿”目标，遂宁打造“东方气都”全面提速：
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新形势，顺应能源变革新趋势，抢抓
“气大庆”建设机遇，践行全省“8+6+30”绿色化工产业格局，
突出与中石油“优势互补、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示范效应，坚
持“巩固强化资源开发基础、着力完善能源供给体系、加快推
动天然气综合利用”三个发展方向，建设千亿绿色化工基地，
不断深化企地合作，谋篇布局天然气综合利用，强化保障蓄
积发展动能，营造资源共享“和气”、提振集群建设“锐气”、不
断增强发展“底气”，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
建设结构优化、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东方气都”，着力完成
“建设国家天然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打造天然气全产
业链千亿产业集群”
的两个
“千亿”
发展目标。

世界锂都：

绿色遂宁因
“锂”
更精彩
产业发展，
市场说话。
2021 年以来，遂宁本土企业天齐锂业成为资本“宠儿”，
股票市场不断飘红，
股价一路高歌猛进，
突破百元大关。
在江平看来，天齐锂业高歌之态，亦是遂宁锂电腾飞之势
的缩影。
2014 年，天齐锂业完成对澳大利亚泰利森锂业 51%的控
股，
2018 年收购智利 SQM 公司 23.7%的股权后，
加上在国内的
布局，天齐锂业已成为中国和全球领先的集上游锂资源储备、
开发和中游锂产品加工为一体的锂电新能源核心材料龙头供
应商。
2018 年，
以下游商家销量计算，
天齐锂业成为全球第三大
电池级碳酸锂供应商，
拥有年产 4.5 万吨锂产品生产能力。
2021 年，锂电行业又一巨头落户遂宁。遂宁经开区成功
引进投资 71 亿元的蜂巢能源科技 20Gwh 动力锂离子电池项
目，
实现了遂宁品牌终端锂电池的新突破。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产业正成为全球能源
战略的主流。在国家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
景下，大批新能源头部企业纷纷抢滩布局成渝，遂宁锂业发展
迎来加速集聚成势机遇期。
“十三五”以来，遂宁锂电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50%以上，2021 年达到 280 亿元，同比增长
45%。累计培育引进包括龙蟠科技、富临精工等 14 家上市公司
在内的重点项目 60 余个，投资总额 600 亿元以上，全面投产后
营业收入可达 1000 亿元。全市当前的锂电材料可配套锂电池
200GWh 以上，
超出 2020 年全国水平。
……
如今，
加速成势的遂宁锂电新能源集群，
鲜明标注起
“形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
的闪光坐标：
天齐锂业是
全球最大的矿石提锂开采和承销商，
矿石提锂技术全球第一；
四
川裕能已建成年产能17 万吨正极材料项目，
是全球最大的磷酸
铁锂生产基地；
蜂巢能源正加快建设20GWh动力电池项目……
2021年10月26日上午，
2021年中国(遂宁)国际锂电产业大
会开幕式在遂宁市举行。大会发布了“中国锂电产业发展指数
（遂宁指数）”
和《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版）
》，
上线了
“中国锂电产业大数据平台”
，
通过了《锂电发展遂宁宣言》。
“本次国际锂电产业大会，同时邀请到近 50 位国际国内
行业专家进行产业趋势分享，是遂宁锂电国际化步伐明显加
快的显著表现，体现了遂宁抢抓国家大力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机遇，以‘锂资源掌控全球领先、锂材料加工全球领
先、锂产品生产全球领先’为目标，全力建设立足川渝、配套全
国、辐射全球‘世界锂都’的信心与决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所长温晓君说。
遂宁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着力打造全生命周期、全产业
链条发展的锂电新能源集群，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特色优
势产业基地，全面提升遂宁锂电行业竞争力、市场吸引力、世
界影响力，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建
成立足川渝、配套全国、辐射全球的“世界锂都”。
四川提出，大力培育以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为支撑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加快建成
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强省。
去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
《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塑为契机，坚持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机制创新，优化、稳定、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加快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
代产业体系”。
要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2 年，
遂宁市锂电产业营业收入将达 400 亿元，围绕“上游基础锂盐
生产全球领先，中游材料加工全国一流，建成全国重要的锂产
品制造基地”的总体目标，加快打造“世界锂都”，全面构建全
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发展生态。天齐锂业新建扩能、盛新锂能
基础锂盐项目基本建成，富临新能源正极材料二期、新锂想三
元正极二期、四川锂源新材料、四川坤天负极材料等项目加快
建设，蜂巢能源、天劲动力、天莱新能源等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启动储能锂电专业化园区建设。
日前，
《遂宁市建设“世界锂都”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
案》
）已正式印发。
《方案》提出，将以做优上游产业、做强中游
产业、做大下游产业为实施路径，加速打造“世界锂都”，让绿
色遂宁因
“锂”
更精彩。
抢占全国乃至全球的锂电产业发展制高点，
“遂宁蓝图”
分外耀眼：抢抓国家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新
能源汽车、
“新基建”产业以及“一带一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发展机遇，坚持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系化发
展，以特色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方向，依托关键材料、骨干项
目的带动作用，不断延伸锂电产业链条；
坚持“高举高打、做响
品牌”理念，围绕终端产品带动，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构建“锂
矿-材料-电池-终端-回收”五位一体的锂电全生命周期产
业生态圈，通过锂电新能源终端应用场景开发带动前端材料
产业发展，不断拓展相关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加速提升产业
影响力。按照“上游基础锂盐生产全球领先，中游材料加工全
国一流，建成全国重要的锂产品制造基地”的总体目标，从“规
模、结构、创新、合作”等方面着力，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锂
材料产业集聚区、锂产品集成区、锂电新能源终端模式创新示
范区、产业体系建设引领示范区等，让锂电产业成为全市经济
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全省和全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遂宁力量。

射洪锂电高新产业园鸟瞰
（本版图片由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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