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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环绕、
三山环抱的
宜宾城区

明选本报记者 龚友国

翠屏区：新型工业化走出新路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在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坐落着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翠屏区作为
宜宾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
枢纽，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成为领跑川南区县发展的
排头兵。

2011 年，翠屏区生产总值完成
378.96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辖区
工业增加值 2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2.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5%；全区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 10.98亿元，比上年增长
29.93%；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约 638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约 236亿元。
技术创新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区，翠屏区已
连续三年蝉联四川省县级经济综合
实力“十强县”第七名，并获得了“四
川最具投资环境区市县”前十强称
号。“十一五”期间，翠屏区深入实施
“工业强区”战略，强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建设步伐，全区工业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工业总量快速增长，全区三次
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持续上升。突出
工业主导，产业支撑更加有力。

翠屏区发改局局长陈奎告诉记
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经济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翠屏区以培育产业
集群为突破口，以产业园区为载体，
以招商引资为着力点，依靠科技进
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联动推进农
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服务业现代
化，这是“十二五”期间翠屏区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基本思路。
在翠屏人眼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要转变思想观念，要坚持用科学
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
觉摒弃过去过于重 GDP、重速度的粗
放型增长观念，树立速度、结构、质
量、效益相统一的理念。更要注重优
化经济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提
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推动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
在宜宾岷江集团的车间内，记者

看到一台台重型设备整齐地摆放着，
“这种聚氯乙烯聚合搅拌反应釜就是
技改投入后的新型产品，广泛用于化
工企业。”宜宾岷江集团总裁袁建华
向记者介绍说，“对这类产品生产线
的技术改造投入 5000万元，但项目
开工后带回的合同订单就达到 2 亿
元，这样的投入，值！”
从创业之初的 8 人到如今的

1000余人，从 3万元的创业资金到如
今的 2亿多资产，从落户的川南小厂
到跻身我国三家最大的聚合釜生产
企业，再到高效外夹套薄壁聚合釜和
大型聚合釜、流化床等为代表的实现
重大装备国产化，结束了该类装备长
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岷江集团的崛起
展现了翠屏区企业用技术革新带动
工业发展的生动写实。

袁建华告诉记者，在岷江集团，
每年都有不低于五六项的专利申报，
岷江集团共累计成功申报了 50多项
专利。同时，岷江集团还舍得投入资
金购买最先进的设备和软件，“始终
比别人领先一步”，这是袁建华对岷
江发展经验生动的总结。

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
设, 翠屏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
增强。近年来，昌明机械和碎米芽菜
等 3个企业成功创建为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叙府茶叶、叙府酒业等 5 个
企业成功创建为“四川省企业技术中
心”；汇思磁材成功创建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惠美线业“惠美”牌注册
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碎米芽
菜、“碎米牌”芽菜等 6个产品获中国
名牌或四川省名牌称号，叙府酒业、
惠美线业、岷江集团等 46个研发项
目列入省技术创新项目。

在“十二五”期间，翠屏区还将
依托产业优势，加快发展优势产业集
群，与成渝经济区形成错位发展格
局，形成互补优势；发挥区位优势，加
速发展商贸物流业，形成川南经济区
的商贸物流中心，与成渝经济区互动
发展、差异竞争。

一区三园
承载产业转移

近年来，翠屏区坚持实施“工业
强区”发展战略，把园区建设作为推

动区域经济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着力为企
业发展和全区
经济发展搭建
大平台。结合
翠屏区的自身
情况和整个宜
宾市的未来发
展规划，翠屏
区已逐步形成
象鼻、盐坪坝、
李庄这三大产
业园区，为建
设成渝经济区
的次核心和承
接东部产业转
移提供了基础
平台。

记者从翠
屏区发改局了
解到，象鼻产
业园以机械加
工、仓储物流
为主，规划总
面积 5.32平方
公里，其中建
成面积约 400
亩，分为 A 区
和 B 区，而另
一处一步滩区
域正准备建成
专门的现代物
流基地，作为
产业园 C 区。
象鼻产业园目
前已成功引进
岷江机械、纳
溪建司、贵友
商砼、大正电
子、绿源超市
等 22 多户企
业，企业协议
投资 62.434 万
元，企业累计
投资 33.891 万

元。
以纺织业为主的盐坪坝产业园

着重围绕丝丽雅集团的产业拓展和
延伸，加快承接东部及沿海纺织业
的转移，发展粘胶长丝等新型纤维，
开发各类新型绣花线、丝线、包装物
加工等产业。盐坪坝产业园已为丝
丽雅集团提供项目用地 148 亩，建
成并投产了年产 6 万吨粘胶短纤维
项目和年产 3000吨高档新型纱线项
目。就在去年，盐坪坝产业园的产值
突破了百亿元大关，成为推动产业
转型的典型。
作为宜宾城市组团之一的李庄

组团，其中产业园为以酒类为主的
农产品加工。目前规划区范围总面
积约 20 平方公里，其中一期面积
5.3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为 8.5

万人。按照规划，李庄的城市建设，
将利用其地处宜宾长江南岸的独特
优势，依照“景、城、园”的发展模式，
形成“一核、两带、三轴、四区”的城
市空间结构。

伴随着三大园区的建设不断推
进，昔日村社小道演变成宽阔平整
的柏油马路，一座座厂房、仓库和高
楼拔地而起，这里已成为翠屏区经
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目前，三
大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35 多户，去年
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111.53 亿元，销
售收入 115.69亿元。

翠屏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雷
明康告诉记者，园区建设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平台，这三个产业园区的
打造，起码整合了翠屏区 80%以上
的工业指标。按照“产业集中、特色
鲜明、功能完备、集约高效、生态环
保”的要求，翠屏区从一开始就对园
区建设进行了高标准战略定位，制
定了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并有序
推进。坚持突出主业，企业集聚园
区，“一园一主业，园区有特色”的格
局已基本形成。

在采访中，翠屏区区长张平告
诉记者，“园区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载体。翠屏区将结合区情，重
点打造‘一区三园’，进一步拓展发
展空间，实现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勇挑建设川滇黔结合部经济强
市的大梁。”

以工哺农
实现“工、农”双赢

翠屏区是宜宾市统筹城乡发展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省级新
农村示范片试点区、农业综合开发
核心区。早在编制“十一五”发展规
划时，翠屏区委、区政府超前谋划，
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
并立足区情实际，制定了《翠屏区统
筹城乡发展规划纲要》。

在翠屏区委农工办，记者了解
到，去年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翠屏区优质酿酒专用粮基地头季生
产喜获丰收。据统计，2011年翠屏区
江南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发展优质酿
酒专用粮基地 4.75 万亩，两季生产
专用粮达 3.65 万吨，总产值 1.0535

亿元，总增产 4394.76 吨，总增收
2625万元。

翠屏区发改局局长陈奎告诉记
者，在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是翠屏
区深入推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以
产业带动农业发展，以企业带领农
民发家致富。在这其中，全区 28 家
龙头农业企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它们帮助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农
业基地，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最重
要的是他们为农户制定最低保护
价，以“订单农业”方式让农民放心
耕种，不愁农产品的销路。
叙府酒业就是这样一家带动农

民发家致富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
陈云宗说，叙府酒业着力建设优质
专用粮基地，发展“企业+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农民增收、企业
增效的双赢局面。

被评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的叙府酒业积极带领企业
员工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织实
施叙府酒业粮食产业化经营工作。
2011年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订单基
地面积达 13.7 万亩，核心示范片
4500亩，带动农户 6.7万余户。同时
还组织免费为贫困村农户送粮食种
子，提供免费技术服务等活动。
如今，放眼翠屏区江南特色效

益农业基地的乡村，一条条宽阔的
水泥大道宛如玉带在青山绿水中环
绕，一栋栋粉饰一新的川南民居错
落有致在绿树林荫里掩映，一个个
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托起农民增收
的希望……据初步测算，2011 年新
农村示范片农户通过种植酿酒专用
粮户平均总增收 2116.9元，极大地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参与新农
村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翠屏区
新农村建设正一路高歌、勇往直前！

54岁的陈能荣是宜宾市翠屏区
牟坪镇群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2009年前，他常年在外省打工，虽然
工资还比较可观，但除开房租、水
电、生活费等开支，所剩无几。陈能
荣向记者讲述说，“2009 年，听说宜
宾市川雄酒业有限公司要在牟坪搞
一个点，要与我们签订一个最低保
护收购价。从那年起我就没有出去
了，在家种了 4亩高粱、6 亩水稻，除
去开支，当年就净挣 1万元。这可比
打工强多了，既照顾了家庭，收入还
比打工多。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决
定好好在家发展产业。”
革新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种植

模式不断刷新着高粱亩产纪录。
2011年，基地优质酿酒专用高粱头
季平均亩产 513.7公斤，超过历史最
高水平，最高亩产达 591.6 公斤。
2011 年翠屏区高粱两季总产量达
3.65万吨，总产值可达 1.05 亿元，高
粱产业突破亿元大关。
从“小杂粮”到大产业，翠屏人

在“中国白酒金三角”战略的指引
下，凭借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凭
借科学规划，技术革新，用川南红
高粱酿出了弥久飘香、享誉中外的
美酒！

当前，国家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推进革
命老区连片开发，成渝经济区建设全面启动；四川省委、省政
府着力加快川南经济区、“中国白酒金三角”、沿江经济带等重
点区域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长江上游川滇黔结合部
经济强市、特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和文化强市建设等，
为翠屏区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共宜
宾市翠屏区委书记李勇蔺。

把握机遇 乘势而为

《中国企业报》：翠屏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翠屏
区将从哪些方面进行把握和定位？

李勇蔺：今后五年，是翠屏区抢抓历史机遇、实现富民升
位的关键期，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互动发展的攻坚期。

我们将牢牢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充分的自信
和高度的自觉，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不断开
创翠屏区加快发展的新局面。具体而言，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汇集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力破“三个瓶颈”，力推“三
个发展”，力求“三个提升”。

力破“三个瓶颈”：一是力破思想瓶颈。坚决破除安于现
状、被动等待、自满僵化等观念，在解放思想上先人一步、快人
一拍，确保全区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二是力破土地瓶颈。创
新方式方法，集约节约利用，盘活土地存量，加快推进土地整
理“全覆盖”，确保项目建设供地。三是力破资金瓶颈。务实做
好招商引资工作，创新抓好财税工作，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
满足加快发展的资金需求。

力推“三个发展”：一是力推市区一体化发展。坚持依市兴
区，融入融合大局，努力实现一体化发展。二是力推城乡统筹
发展。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
推进城乡一体化，努力实现城乡共同进步。三是力推文化繁荣
发展。坚持以创建文明城市为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抓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抓住人才、作品两个
关键，初步建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文化中心。

力求“三个提升”：一是力求产业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坚
持三产联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稳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二是力求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提
升。推进以市场为导向、应用为重点、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
的创新体系建设，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
是力求镇域经济发展有较大提升。进一步放开放活乡镇，发挥
各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一批特色产业，推动镇域经济
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产城互动 城市化率突破 70%
《中国企业报》：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思考？
李勇蔺：首先，我们要加快融入成渝经济区这一个大的经

济区域，抢抓基础设施的建设，让翠屏区作为宜宾的核心地
带，作为川南地区的咽喉要道充分发挥自己区位优势。

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将给我们带来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
些机遇，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和产城互动来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让我们翠屏区实现城市化率
突破 70%，挤进全省中心城区这样一个阵营，实现我们加快
发展的目标。

其次，我们要加强与企业的互动与联动。要实现翠屏区的
飞跃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辖区内这几百家企业，我们要进
一步为这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服好务。比如，五粮液因为没
有足够的储存仓库，从而使得车间没能满负荷地生产，我们政
府就积极支持五粮液公司及其下面的经销商筹建新仓库。

还有，我们翠屏区的一些乡镇还处于发展滞后的状态，当
地的农民以传统农业为主。所以，我们下一步考虑的就是怎样
放开放活这些乡镇，让它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
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让乡镇自己去闯出一片灿烂的未来。
《中国企业报》：2012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翠

屏区的工作目标将如何确定？
李勇蔺：在 2012年，我们翠屏区委、区政府的总体工作思

路是：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贯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
线，遵循“统筹城乡、两化互动、三产联动”基本思路，以“市区
一体、全域翠屏”为工作指导，以“富民升位、加快发展”为基本
取向，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强区、川南商务高地、宜居幸福翠
屏”建设，努力实现“川滇黔结合部科学发展领先区”新跨越。

具体来说，在 2012年，我们地区生产总值要增长 15%，
力争达到 450亿元；全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15%
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0%；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 1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6%；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 4%以内。

现在，翠屏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面对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新变化，翠屏区将立足川南，借势
成渝，联动川滇黔渝，依托长江经济带，面向国内外，形成“一
极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即：川南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川滇
黔结合部的综合交通枢纽，现代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
心，长江上游重要的酒类食品基地、轻纺基地、机械制造业基
地和特色农产品基地。
《中国企业报》：科学的理念、思路与行动纲领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败，您认为哪些工作思路的确立对翠屏区的发展
起着决定性作用？

李勇蔺：市区一体。只有牢固树立“市区一体”的理念，调
动市区所有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全域发展。

主动善为。只有迎难而上，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
方法，才能实现领先发展。

强化执行。只有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干就干快、干就干
成、干就干好，才能实现快速发展。

抢抓项目。只有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产业支撑
和投资拉动，才能实现跨越发展。

惠及民生。只有坚持在群众“盼”处动真情，在群众“怨”处
下力气，在群众“难”处用实招，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以培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招商引资
为着力点，联动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服务业现代化

实现“川滇黔结合部
科学发展领先区”新跨越
———访中共宜宾市翠屏区委书记李勇蔺

区委书记李勇蔺（左）、区长张平（右）到基层就推进“两化”互动工作进行调研

岷江集团车间

农民领到订单种子

合江门舞龙

翠屏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
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新变化，翠屏
区将立足川南，借势成渝，联动
川滇黔渝，依托长江经济带，面
向国内外，形成“一极一枢纽三
中心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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