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工业强市、精明增长、绿色低碳“三大战略”

●统筹做好钒钛、阳光、清洁能源“三篇文章”

●构建市域“内圈”、金沙江区域“中圈”、成渝贵昆“外圈”“三个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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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实现竹产业综合产值
超300亿

四川经济日报讯（实习记者 张诗若）1月 5
日，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获悉，《关
于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实施意
见》已于近日正式印发。《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年，新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于10%、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0%左右，把我省建设
成为全国重要的新经济发展先导区和经济新动
能策源地。

《实施意见》明确了三大发展目标。目标一：
到 2025年新技术加速突破，催生发展新产业的
发展目标。未来产业、前沿产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2个百分点左右，
生产性服务业年均增长 10%左右，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2.4%左右。

根据《实施意见》，四川将聚焦集成电路与
新型显示、工业软件、航空与燃机、轨道交通、生
命健康等重点领域，实施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加
强太赫兹通信、新型存储、第六代移动通信、脑
科学与类脑智能、激光应用等技术攻关，争取原
创性突破，强化前沿技术、先进技术的引领支撑
作用。

同时，四川还将实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
程，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技术路
线图实施。完善制造业领域创新成果发布和共
享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和运用，建立技术转移机构，完善技
术交易市场，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交
易平台。建设成德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

《实施意见》还指出，四川将大力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生物产
业、节能环保产业七大新产业。

目标二：四川将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
“产品+服务”、产业创新融合等的新业态。到
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
具普及率达到90%左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0%左右，开展服务型制造企业比例达45%左右。

《实施意见》指出，四川将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强化算力算
法基础支撑。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和产业集
聚发展，建设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强化

“招引攻坚”和数字资源整合，营造数字产业发
展生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和数字
服务出口基地。

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四川将开展人工智能
关键技术攻关，强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生产制
造、商贸服务、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应用，重点发
展无人机、北斗导航、智能穿戴产品等智能装备
和智能终端产业，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示范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繁荣发展创意经济，四川将实施“设计赋能”
行动，依托优势企业培育发展工业设计中心、工
业设计研究院，发展工业设计、文创动漫等创意
产业，打造高水平直播和短视频制作基地、高沉
浸式产品体验展示中心，壮大数字娱乐、直播带
货、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创意产业。

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四川将实施“生态+”
行动，探索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碳金融，推
动碳普惠。探索排污权、用水权、用能权交易，发
展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水资源管理、能源审计、
环保管家、资源综合利用等绿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平台经济，四川将实施“平
台+”行动，发展链接产业上下游、供需端的行
业共性平台，打造研发设计、智能物流、创业服
务、建筑产业等功能型互联网平台，构建互联互
通和跨界融合的平台经济生态。

健康发展共享经济，四川将以资源匹配最
优、生产效率最高和经济价值最大为导向，实现
制造资源动态分布和柔性配置等。推进生产车
间、生产设备、生产线等资源共享，推动研发设
计、科研仪器与实验设备等能力共享。完善监管
体系，促进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目标三：新场景加速构建，创新赋能新模式。
具体而言，四川将以“百企示范”为牵引，培育

“100+”特色鲜明的新经济示范企业、“100+”专
业化功能平台，打造“100+”新经济应用新场景。

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四川将加快建设成
渝地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工业专网。加强国家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成都）节点和行业节点建
设等。

打造智能制造场景，四川将实施智能制造
升级计划，推广“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单元，打
造智能制造工厂和标杆企业。搭建智能制造技
术、智能装备等“一站式”综合平台等。

强化数字新基建，四川将开展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和光纤超宽带“双千兆”网络规模化部
署，打造国内领先的北斗应用基础设施等。

加快新能源设施建设，四川将加快布局公
（专）用充（换）电和氢能基础设施，培育制氢、储
运氢、加氢、氢能利用等领域国内领先企业 25
家，建成多种类型加氢站60座以上。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四川还将深入实施
“新城建”行动，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
设，打造城市级生态平台，构建包含智能交互、
智能联接、智能中枢、智能应用的智能系统。发
挥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
市运行等领域的基础支撑作用，推进“数字+”
与城市运营深度融合。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四川将发展新制造
模式、培植新价值模式、推广新融合模式、发展
新服务模式。

1月5日，中共攀枝花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体
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在攀枝花会展中心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攀枝花市将全面
实施“一三三三”总体发展战略，即：加快建设川
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一个总目
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精明增长、绿色低碳

“三大战略”，统筹做好钒钛、阳光、清洁能源“三
篇文章”，积极构建市域“内圈”、金沙江区域“中
圈”、成渝贵昆“外圈”“三个圈层”经济地理空
间，推动攀枝花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继钒钛、阳光“两篇文章”之
后，2022年，攀枝花将“清洁能源”纳入城市发展的

“第三篇文章”，并全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结合发展环境实际
思考谋划新思路新路径

2021年，攀枝花市经济稳步向好，预计全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9%，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5%，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1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第十一届十次
全会以来，攀枝花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新部署
新要求，结合攀枝花发展实际和环境变化，在立
足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再次对攀枝花的发展思
路和战略路径进行了思考谋划，并形成了“一三
三三”总体发展战略。

“一”，即“一个总目标”，加快建设川西南滇
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第一个“三”，即“三
大战略”，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精明增长、绿色低
碳“三大战略”；第二个“三”，即“三篇文章”，统
筹做好钒钛、阳光、清洁能源“三篇文章”；第三
个“三”，即“三个圈层”，积极构建市域“内圈”、
金沙江区域“中圈”、成渝贵昆“外圈”“三个圈
层”经济地理空间。

加快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这是近年来省委基于攀枝花独特的空间区位
和发展位势，对攀枝花作出的最主要、最顶层的
城市发展目标定位，这既是攀枝花发展战略格局
中的引领和统揽，又是贯彻落实省委“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的重要支
撑，还是全体攀枝花人民共同的愿望和期盼。

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精明增长、绿色低碳
“三大战略”。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聚集做强钢
铁钒钛和机械制造产业生态圈，大力发展先进
钢铁和钒钛材料，推动钢铁城向新材料城市和
机械制造业城市转型；实施精明增长战略，坚持
以精明增长理念为引领，统筹新区拓展和老城
更新，科学前瞻规划，分期滚动开发，用足存量
空间，完善功能配套，平衡投入产出，实现城市
集约紧凑高效运行营，促进城市由外延扩张向
内涵提升、由规模驱动向品质驱动转变；实施绿
色低碳战略。坚持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
引领，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友好生态环境城市，培育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低碳新动能。

明晰产业发展格局
迅速做实“清洁能源文章”

2021年12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攀枝花调
研时强调，攀枝花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挖掘
潜能，努力把清洁能源做成攀枝花发展的“第三
篇文章”。2022 年，攀枝花在精准做优“钒钛文
章”、全面做深“阳光文章”的同时，将迅速做实

“清洁能源文章”。
攀枝花将立足清洁能源禀赋、创新潜力、产

业基础，因地制宜促进水能、风能、太阳能、氢能
产业发展，并适度发展一定比例的储能产业，推
进“水风光氢储”五位一体、多能互补、协调发
展，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城市、新能源示范城市、
绿色低碳产业集中承载地，走出一条富有攀枝
花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具体内容包括：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
碳转型，用好国家、省系列引导支持政策，聚焦
建设“氢能产业示范城市”，编制实施绿色低碳
战略三年行动方案，氢能产业示范城市建设规
划等，推动川能投利用工业副产物焦炉煤气提
纯制氢项目，加快东方电气氢能应用示范项目前
期工作，推进氢冶金应用研究、安宁铁钛氢燃料
电池——钛双极板研发项目，支持钒钛高新区氢
能支撑产业和应用产业集聚区、西区格里坪园区
制氢产业集聚区等建设，加快银江水电站、西区

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区试点项目建设，统筹实施
“抽水蓄能+水资源配置+新能源开发”三结合项
目，推动抽水蓄能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优化调整“三个圈层”定位
重塑经济地理空间

2021年以来，攀枝花为对接落实国家区域
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
广空间、更高层次上拓展攀枝花加快发展的经
济腹地，重塑经济地理空间，攀枝花市委提出了
建强攀枝花市域“内圈”、协同川西南滇西北区
域“中圈”融入国内国际“外圈”，构建“三个圈
层”经济地理空间的基本构想，在全市引起了广
泛热议和积极反响。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攀枝花市
委对“三个圈层”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优化调
整，即：保持市域“内圈”不变，将川西南滇西北
区域“中圈”调整为金沙江区域“中圈”，将国内
国际“外圈”调整为成渝贵昆“外圈”。

优化调整后，“三个圈层”指向更明确、表述
更精准。金沙江区域“中圈”既体现了攀枝花标
志性的区域地理特征，又体现了攀枝花市逐步
由“攀西时代”向“金沙江时代”过渡的鲜明特
点；成渝贵昆“外圈”，体现了攀枝花市以成都、
重庆、贵阳、昆明四大城市为依托，推动立体全
面开放，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空间发
展格局。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谢强 徐杨

四川经济日报讯（胡志强 邓文鑫 记者 李
洋）1月5日10时许，一列满载着服装鞋帽、运动
户外用品、数码产品等货物的 50个 40英尺集装
箱的 X8086 次中欧班列从黄许镇站缓缓驶出，
开往俄罗斯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标志
着德阳始发的第100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

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开行首趟中欧班列以
来，德阳始发中欧班列实现规模化、常态化、递
增式开行。面对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绵阳车务段创新方式方
法，围绕提升集装化装卸作业效率和取送车效
率，组织市场营销部、货运管理部、德阳站党总
支开展党内立项攻关，形成了优化机车动力运
用、优化作业箱区、优化作业班次和固定取送车
时间、固定箱体入场时间、固定作业人员的“三
优化三固定”作业法，有效压缩班列作业时间，
从原来每列需要5小时压缩至不到3小时，在日
均开行1列的基础上，满足了高峰时段每日开行
2列的需求，确保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更好地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此基础上，该段还重点加强与地方政府

部门、相关企业的协调联系，加强货源组织和运
力安排，抓好日班计划编制兑现。同时，大力推
广 95306电子商务平台，推行一体化通关、无纸
化申报，进一步提升客户业务办理体验。此外，
实行检验、消毒、配车、装车、挂运“五优先”，为
中欧班列开行提供“一对一”“一站式”“一条龙”
定制服务，确保运输组织流程更加顺畅。

“中欧班列时间准、安全性高、成本低，为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商机，提升了产品在
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赢得了海外客户的高度认
可。”中国外运四川有限公司物流部负责人魏
霞说。

截至目前，德阳始发中欧班列共开行 100
列，发送1万标箱，涉及线路11条，辐射俄罗斯、
波兰、荷兰、德国、匈牙利等国家，办理货物品类
包含服装百货、电子产品、机械配件等200余种，
有效助力“德阳造”产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攀枝花：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我省印发土地整治项目
后期管护办法

四川经济日报讯（实习记者 张诗若）1 月 5
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印发《四川省土地整治
项目后期管护办法》，填补了以往土地整治项目后
期管护环节的空白。

《办法》明确，乡（镇）人民政府为后期管护的
责任主体，后期管护工作坚持尊重民意和“谁使
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责、权、利相
统一，因地制宜，以管促用。

根据《办法》的要求，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前，县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
项目后期管护协议，作为项目验收的重要内容之
一。

《办法》明确了市、县、乡镇的后期管理责任。
其中乡（镇）人民政府为后期管护的责任主体，负
责具体实施工作，并与村委会签订后期管护合同。
因人为造成土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损毁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负责督促责任人修复。开展耕地后
期利用日常巡查工作，发现并制止擅自改变耕地
用途的行为；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的日常
管理和维护，了解和记录项目工程设施、设备的使
用运行情况，对设施、设备损坏情况进行统计和上
报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后期管护中维修
（修复）工程的实施、工程设备的维修更换等。对于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
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总投资230亿元

巴中首季集中开工64个重点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袁静 记者 何菊）1月4
日，四川省2022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巴
中分会场在南江县长赤镇龙泉村华润希望乡村建
设项目工地同步举行。本次巴中集中开工重点项
目共 64 个，总投资 230 亿元，2022 年计划完成投
资112.6亿元。

从区域看，巴州区 10 个，总投资 24.4 亿元，
2022年计划投资8.4亿元；恩阳区12个，总投资60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35 亿元；南江县 12 个，总
投资 51.5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21.3 亿元；通江
县 8 个，总投资 19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9.2 亿
元；平昌县15个，总投资63.9亿元，2022年计划投
资 31.7 亿元；巴中经开区 6 个，总投资 9.6 亿元，
2022年计划投资6亿元；文旅新区1个，总投资1.5
亿元，2022年计划投资1亿元。

从类别看，基础设施项目 12 个，总投资 42.8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20.7 亿元；创新及产业发
展项目 40 个，总投资 153.4 亿元，2022 年计划投
资 79.5亿元；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 10个，总投资
31.4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11.2 亿元；房地产开
发项目 2 个，总投资 2.4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1.2亿元。

到2025年，新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于10%、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

四川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经济发展先导
区和经济新动能策源地

德阳始发中欧班列突破100列

雅安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把美好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者 庄祥贵）今年 1
月4日、5日，正值新年上班头两天，雅安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暨全市2021年下半年重点项目现场“拉
练”活动举行。此次会议将一季度项目集中开工、
全市项目工作会相结合，体现了雅安坚定以项目
为纲的发展思路。会上提出，今年要加快把美好蓝
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全市人民真真切切看得见、
可感知。

如何围绕贯彻落实上述会议精神，科学谋划
抓好项目？雅安市委经济工作会提出，要以围绕政
策落地、高水平建设雅州新区、壮大特色产业、消
费回补释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和乡村振
兴、开放合作、社会民生等八个方面，作为谋划抓
好项目工作的原则和着力方向。在此基础上，雅安
市从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工业产业、文旅产业、重
大活动等方面，经过梳理，初步提出了今年要集中
力量抓好的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重点活动。

4日上午，在芦山县锂电池产业园，雅安与全
省同步举行 2022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项目67个、总投资354亿
元。参加开工仪式的代表先后调研了雅安圣善纺
织 25万锭纺织项目和瑞鞍年产 10万吨锂电池高
端负极材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