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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翠屏：
长江黄金水道从这里开始

深度

有
“颜值”还有
“气质”
出高速路进入宜宾城区，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幅长约
400 米的浮雕文化景观墙。白色的墙上，古铜色的浮雕呈
现出大观楼、翠屏山、水东门、合江门等景观以及革命烈士
赵一曼等宜宾人文历史。这个去年 11 月底完工的文化景

谭丽莎 本报记者 龚友国

观墙是宜宾整治人居交通环境建设的一道城市风景。
翠屏，一个美丽的名字，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地方。她不仅是长江上游的重

城市风景的“蝶变”

要水陆码头，而且是川南地区通往云南、贵州直至东南亚国家的咽喉要道，是古
老的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享有
“金三角”的美誉。
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翠屏区 GDP 完成 511.67 亿元，增长 6.6%，城镇居民人

驱车进入岷江新区，让人眼前一亮：宽阔的道路，道路

均可支配收入 28786 元，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85 元，增长

两旁的绿化，
新建成的住宅小区……都已经初具规模，
颇有

9.8%。在中国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翠屏经济稳步增长实属

现代都市的风貌。
按照发展规划，岷江新区的整体定位是建设以会议博

不易。
记者专程前往宜宾市，探访翠屏区何以连续 7 年蝉联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

览、公共服务和生活居住为主的城市功能区域，
打造高能级

力前十强，同时了解在川南经济版图中长期扮演着领跑者角色的翠屏区，是如何

产业服务平台。包括新区核心区、总部基地、高新技术园

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李庄

区、生态居住区、物流产业区等五大功能片区。
翠屏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三年来翠屏区
累计投入城市改造建设资金 41.9 亿元，目前高速公路南、北
出入口改造已全面完成，蜀南大道提档升级，盐水线、北蜀

政企联手建起长江工业园

线建筑立面焕然一新，
城区部分道路黑化完成；
着力推进城
市亮化工程，
结合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
精心打造以城区水
域桥梁、山体园林、城市主干道、城市出入口、商业中心区等

为抢抓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的

为构架的城市景观照明体系，
形成了“点、线、面”和“动、静、

规划中南北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

机遇，宜宾市委市政府作出高规格、

交汇点，是攀西——六盘水地区出入

高起点规划建设四川长江工业园区

长江的“黄金水道”，也是成渝经济区

的战略决策，园区位于宜宾市翠屏区

连接南贵昆走向东南亚的重要门户，

宋家镇沿长江约 36 平方公里的区域

更是川滇黔结合部连接东西、沟通南

内，翠屏区作为园区承建主体，宜宾

北的综合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四川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配合。园区主

长江工业园距中心城区约 10 公里，距

要发展环保产业、装备制造（以页岩

南溪区城区不到 10 公里，紧邻国家级

气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为代表）、绿色

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罗龙工业集

食品精深加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中区隔江相望，发展上可互为补充，形

主，兼有仓储物流、休闲旅游、生活居

成产业集聚带。

明、暗”相结合，层次分明、色彩和谐的城市景观照明格局，
让城市亮起来、美起来。
同时，
翠屏区深入推进城市数字化管理，
城市管理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翠屏区还打造了不少旅游新亮点，
除李庄外，
如流杯池
公园（北宋元符元年〈1098 年〉大诗人黄庭坚谪居戎州〈今
新农村景观大道

责人向记者表示，国家西部大开发、长

据介绍，与其他工业园区相比，长

中规模以上企业 9 户。已拥有国家级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就是希望通过长

园区总体定位为：坚持“产城相

江工业园开发模式独特，为政企联建

企业技术中心 2 个，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江黄金水道，把沿海的一些产业逐步

融、以产带城”理念，努力将四川长江

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纯

工作站 1 个，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向内地、西部延伸扩展，这更需要有相

工业园区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上游

粹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和纯粹由大

1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6 个。丝丽雅

应的平台来承接。四川长江工业园区

“智慧引领、生态领航”的田园型产业

企业主导的产业园的弊端，发挥政府

集团、惠美线业、海丝特纤维、长信线

将是宜宾市“十三五”以及今后很长一

新城，争创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

与企业各自的优势，制定符合园区实

业 4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段时间内重点打造发展的主体产业园

江上游生态环保先进区。

际的发展战略。企业可以参与园区的

业”。其中，丝丽雅集团是全球最大的

区。它将成为翠屏区发展工业的主要

根据规划，将在 2015 年—2020 年

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

黏胶长丝生产企业之一，被确认为“国

载体，有利于承接中、东部地区产业转

期间，
先期开发总面积达 8 平方公里的

提供配套服务，从而有利于园区的总

家级创新型企业”、首届“中国大企业

移，构建宜宾市沿江产业园区串珠式

区域，
先期项目预算总投资 80 亿元。

体发展。

集团竞争力 500 强”
之一。

发展，对于带动宜宾区甚至川南经济

该园区位于国家“五纵七横”交通

目前，
该园区已成熟开发 2 平方公

代名人诗词、书法石刻遗迹 90 多处。
“ 曲水流觞”为宜宾古
八景之一）于 2015 年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现佛山

里，
已入驻丝丽雅集团等 24 户企业，
其

住等功能。

宜宾〉时，
仿王羲之《兰亭集序》意境修建。池两侧石壁有历

四川长江工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

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功创建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天池公园、佛现山正在加快
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叙府龙芽科技园成功创建四川省
5A 级特色旅游商品购物点；宜宾长江奇石博物馆成功创建
四川省 4A 级特色旅游商品购物点。2015 年，国家旅游局公
布首批乡村旅游“千千万万”品牌名单，翠屏区荣获“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户”
1 个、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7 个。

李庄的抗战文化
坐落在宜宾主城区东郊 19 公里处长江南岸的李庄古
镇，具有 1000 多年建镇史。抗日战争期间，当得知上海同
济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
颠沛流离而难以找到安身之地时，
李庄爱国乡绅罗南陔联合本镇三十几位乡绅，毅然向同济
大学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感
人至深的电报。当时仅 3000 余人的李庄，在 1940 年至 1946

“理想城”里的企业创新发展平台

年期间，
集全镇之力迎接数倍于小镇的同济大学、国立中央
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 10 多所文化、教育、
科研机构共 1.2 万余人。为了给同济大学的师生腾出教室，
淳朴善良的李庄人，
甚至请走了寺庙里的菩萨。由此，
李庄

占据了宜宾城目前最高档的写字

合 作 ，成 立 了 宜 宾 市 电 子 商 务 产 业

商务企业的创新发展，翠屏区政府对

商务模式）展示、
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创新

也成为当时全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蜚声海内外，
包括

楼——“理想城”6—9 层的宜宾市电子

园。开发商提供房屋及相关服务，领

入驻企业租金进行政府补贴，实行“免

创业孵化基地、
培训中心等，
7 楼和 9 楼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在内的一批扛鼎之作就于这一时期

商务产业园，是翠屏区委、区政府着力

策公司则控股并负责运营。
“从注册公

三减三”，即前 3 年全免，后 3 年减半。

也入驻了不少的企业。
“前来咨询和登

诞生在李庄。

扶持的另一个鼓励企业和年轻人创

司，到设计、装修，再到招商，一共只用

从去年 12 月到现在，
已入驻平台型、应

记、
有入驻意向的有260多家，
我们还要

李庄古镇以其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灿烂悠久的人文

新、创业的平台。

了两个多月，是我们在全国参与建设

用 型 、服 务 型 网 商 三 类 电 商 企 业 41

进行筛选。8 楼准备引进金融、
投资、
科

历史以及传统经典的建筑文化，自 1992 年荣获“四川省历

在 6 楼的办公区，
记者见到了电商

的几个电商产业园中速度最快的。去

家。
“ 包括五粮液公司电子商务这一

技机构，
下个月开始招商。
”
林资强说。

史文化名镇”后，2005 年荣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008

产业园董事长林资强。他的另一个身

年 12 月 12 日，电商产业园就正式开业

块以及宜宾市最优秀的企业，差不多

份是杭州领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了。”林资强由衷地赞扬道，
“ 翠屏区

都进来了。
”林资强高兴地说。

长兼总裁。林资强告诉记者，他受翠

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支持力度很大，各

屏区政府邀请，去年 9 月来到宜宾，经

部门也积极主动配合。
”

政府牵线搭桥，与“理想城”的开发商

据介绍，为支持电商产业园电子

“三、四线城市更缺乏电商人才，

年又荣获“国家 AAAA 级景区”等称号。目前镇内有被建筑

我们立足于培养宜宾本地人。未来几

大师梁思成先生称赞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

年，肯定会有更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

作”的明代建筑旋螺殿和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两处国家级重

米的场地都已占满，
有企业产品展示区、

创业，我们将与政府一起，帮助他们成

点文物保护单位；慧光寺、东岳庙、张家祠、板粟坳（中央研

T2T（一种交易体对交易体的新型电子

长。
”
林资强说。

究院旧址）4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上宫、祖师殿等

记者看到，
“理想城”
6 楼 1500 平方

多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镇内还有不少能体现
明清建筑特点的庙宇、殿堂、古戏楼、古街道、古民居等，深
受游客喜爱。

助力本土建筑企业招投标

记者采访了景区管理科科长税发澜。他告诉记者：
2015 年，市、区两级投入 4 亿多元对古镇景区实行全面提档
升级改造。新建了同济广场、同济大道、游客中心、环线绿

旧城改造、新区建设都离不开建

地企业能够参与到招投标中去，公平

项目。该项目市场营销总监宿俊文告

化等重点项目，
恢复重建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并请来成

筑业。2015 年，翠屏区建筑业完成产

竞争。何联均说，宜宾全市有建筑企

民营企业正一集团是翠屏区第

诉记者：2014 年重庆华泓置地在翠屏

都建川博物馆的专家，
对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东岳庙等景点

值 46.04 亿 元 ，比 2014 年 增 加 8.24 亿

业 300 多家，其中翠屏区有 126 家。在

一家取得“双一级”资质的。该公司

区正式成立了分公司，当年拍下岷江

的内部展陈进行了重新设计，增加了场景、雕塑等，大幅提

元，增幅达到 21.8%，成为翠屏区经济

2013 年之前，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一

董事长刘红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

新区的 300 亩地，项目全套审批手续，

升了景区的档次。

发展的一大亮点。

非常明显。

家都没有。经过这几年区委区政府的

翠屏区连声称赞：
“ 区上对我们相当

包括规划许可、建设许可、土地使用许

翠屏区住建局总工程师何联均介

培育，相关部门的支持，截至去年年

不错，又是指导，又是扶持！”他说，过

可等，
在 4 个月内全部完成。
“正常情况

绍，2015 年 6 月，翠屏区召开了全区建

底，翠屏区已经有了施工总承包一级

去招投标对投标企业设类似业绩门

下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翠屏区有关部

筑业发展大会，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企业 5 家。

槛，新公司永远参与不了投标。翠屏

门的办事效率非常高！”他说，华彩城

他说，翠屏区的建筑企业，过去

区取消了这一限制，使很多企业得到

项目 2015 年 4 月动工建设，10 月底开

强化建筑市场诚信建设，建立健全相

都没有做过大工程。按以往的老政

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 到今年底你们

盘，一期的 500 套商品房，到现在只剩

关的准入制度，特别是对于建筑企业

策，没有投标、中标及完成一定数量

再来看吧，到那时才可以看到我们翠

下了 20 余套。总公司对此十分满意，

的资质升级、招投标管理、企业减负等

规模工程项目的施工企业，就没有资

屏区建筑业的产值增加了多少。我

决定二期 150 亩地今年 3 月立即投入

方面，都作了相关的认定，使企业得到

格参加投标，连门都进不去。这对企

预计能增长 50%左右，我们正一集团，

建设。
“ 我们买地时，政府要求我们建

了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业，特别是本土新生企业来说，没有

增长 20%—30%没问题。”刘红军信心

成后自己持有 40%，现在我们自动要

比如，调整了所有招投标的文件

公平竞争的机遇。而现在，本地企业

满满地说。

求增加到 65%。总公司高层对在翠屏

范本，核心是取消对类似项目业绩的

的中标率已经从过去的 20%左右，上

位于岷江新区的“华彩城”是重庆

限制，降低企业招投标准入门槛，使本

升 到 了 40% —50% ，政 策 的 扶 持 力 度

华泓置地公司在翠屏区开发的第一个

快推进建筑业发展壮大的实施意见》，

（谭丽莎 龚友国）

区做长期的、有保障的商业经营很有
信心。
”
他说。

梁思成、
林徽因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