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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21

砥砺奋进 不负重托

甘眉工业园区跑出发展
“加速度”
甘眉工业园区位于四川省眉
山市东坡区，是甘孜州、眉山市为
贯彻落实四川省委、省政府“推进
省内区域合作发展，支持发展‘飞
地’园区”的精神，于 2012 年 5 月，
由甘孜州人民政府、
眉山市人民政
府本着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共同
发展”的原则，以眉山市铝硅产业
园区为基础，
以甘孜州丰富的资源
和国家、
省支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相关政策为支撑，
依托眉山的区
位、
产业优势，
共同出资打造的
“飞
地”工业园区。园区成立以来，在
两市州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始
终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经济发展
提质增效、政治效益意义凸显、生
态保护成效明显，
走出了一条特色
鲜明的藏区
“飞地园区”
发展之路，
成为了全省藏区“飞地园区”建设
的典范。

创 新 发 展 步 入“ 双
高”
快车道
突出转型升级，
提质发展。以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坚定不移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狠抓改革创新
和技术改造，
加快推动园区由高耗
能低附加值产业向低耗能高新技
术产业转型。园区在主导产业遭
受寒冬，
龙头企业濒临停产的逆境
下，
顶住压力、
逆势而动，
成功盘活

重组了龙头企业——四川启明星
铝业，
园区改革创新工作获得省政
府肯定，
启明星重组改革成功入选
“2016 四川十大改革转型发展案
例”。每年安排 1000 万元创新改
革资金，
引导企业实施
“机器换人、
生产换线、设备换心”三换改革创
新工程，年均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15 个以上；园区降成本工作经验
在全国交流。
突出招大引强，
提速发展。甘
眉园区成立以来，
成功引进产业项
目 34 个，
协议总投资 389 亿元。经
过七年长足发展，2018 年底，甘眉
工业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161.14
亿元，
同比增长 46. 88%；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23.6%，
连续 12 个
月保持全市第一；2019 年 1—5 月，
园区发展势头强劲，
仍然实现产值
83.1 亿元，同比增长 61%，工业增
加值增速 23.9%，
居眉山市第一。

突出研发创新，
引智发展。围
绕主导产业，推动铝工业检测中
心、国创成电池与材料中心、铜铟
镓硒薄膜太阳能研发中心等研发
平台建设，支持企业与四川大学、
贵阳铝镁研究设计院、
洛阳有色金
属加工设计研究院的深度合作，
组
建政产学研联盟。园区 R&D 投入
占比高于 3%，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增速达到 15%。

共赢发展 助力藏区
脱贫攻坚
“飞地”模式，上升为省级战
略。包括甘眉园区在内的藏区飞
地园区发展，已上升为省委、省政
府战略决策，已成为全省区域合
作、民族团结合作、藏区精准扶贫
和藏区生态保护的实验区，省委、
省政府为支持藏区飞地园区发

展，出台了系列扶持的政策文件，
藏区飞地园区已纳入全省“十三
五”规划和产业目录，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市州联动，区域合作优势凸
显。甘孜州与眉山市共同出资 5
亿元作为园区建设启动资金，前
期运行采取财政税收“封闭运行”
模式，定向保障园区发展，康定大
道、甘眉大道、雨污配套管网等基
础设施项目建成投运，基础建设
保障有力；甘眉工业园区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资源共享、政策共
争、利益共分”合作发展思路，坚
持市州党委、政府高位推动不动
摇，建立了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联
席会议制度和分管市州领导定期
对接会商制度。每年两市州共同
争取“飞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1000 万元以上。
产业扶贫，助力藏区脱贫攻
坚。建园以来园区累计使用留存
电量约 137 亿千瓦时，为甘孜州缴
纳留存电使用补偿费 3 亿元以上；
甘孜州常年派驻近 20 名干部到园
区挂职，
园区已成为甘孜藏区干部
培养的新基地，
为藏区脱贫攻坚输
送人才力量；
定期在甘孜开展藏区
牧民就业招聘活动、
“关爱进园区、
真情送温暖”
等藏区少数民族青工
关爱活动，
为藏区群众就业探索出
了一条新路径，截至 2019 年 5 月，

园区已有藏区牧民 192 名。

绿色发展 保障长江
上游自然生态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不
误”
“
。飞地”
园区建设模式，
成为藏
区发展工业经济的新模式，
避免藏
区工业过度发展，
有效保障藏区优
美自然生态，
实现了
“原料在藏区，
产品在园区”
“生产在园区，
应用在
藏区”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长江
上游自然生态屏障保护探索出了
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
生态保护理念和绿色管理水
平“两加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藏区高标准生态保
护理念根植园区，园区按照“专业
人 干 专 业 事 ”的 思 路 ，聘 请 专 业
“环保管家”对园区环保实施动态
适时监管，筑牢园区绿色发展的
基础，园区生态环保理念和绿色
发展专业化管理水平全面加强。
环保设施建设和绿色发展评
价
“两提升”
。园区建立了
“工业企
业预处理+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
人工湿地深度处理”
的工业园区废
水三级治理新模式，
首开工业园区
建设人工湿地处理工业废水的先
河，大气在线监测和工业固废规
范管理等全面提升，
园区
“管水、
治
气、
控渣”
水平再上新台阶。

“西部数港·中国雅云”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开园
生活为一体的城市公园。

到 2020 年，雅安大数
据产业规模突破 80 亿
元；到 2023 年，川西大数据
产业园初具规模，雅安基本
形成完善的大数据产业生
态，累计引进落户 20 家以
上大数据企业，雅安大数据
产业规模突破 200 亿元。

6 月 28 日，川西大数据产业园
开园暨招商推介会在四川雅安经
济开发区川西大数据产业园数字
孵化创业中心隆重举行，本次活
动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
共雅安市委、雅安市人民政府，中
国电信四川公司，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主办。
雅安，一座最滋润的城市，川
西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产业
培育新兴沃土。

新兴产业聚集
以川西大数据产业园为依
托，雅安市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
点实现绿色发展振兴，将水电清
洁能源转化为数据服务和数字资
产，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建设西
部大数据中心成为雅安经济发展
的最佳途径。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规划建设
面积 5 平方公里，主要由大数据产
业区、数字小镇和大数据创意公
园等部分组成。其中，产业区主
要建设 A 类（T3+）标准数据机房，
可布局机柜 10 万个以上，建筑物
按 8 度抗震标准设防，一期工程建
设 4 栋 5 星机房、1 万个机架，2019
年 6 月完成 3400 个机架的交付使
用；数字小镇为大数据产业孵化
基地，为产业区提供良好的居住、
商业、教育等生活配套；大数据创
意公园以“创新科技游”
“ 山水生
态游”为主题，形成“大数据+文化
旅游”发展模式，是集休闲、旅游、

智慧城市赋能
雅安是国家首批全光网市、
首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
国家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市、四川省首批 5G
试点城市。城域网现有 5 条国家
一级骨干和 10 条国家二级骨干网
覆 盖 ，城 域 网 出 口 带 宽 已 达 到
1680Gbps。中国电信为雅安单独
部署 3-5Tbps 国家一级骨干直连
带宽、
四川首个市州数据中心产业
园直连骨干节点的一级网络（独立
公有 AS、
至骨干网延迟低于 5ms），
三个不同方向的物理传输路由。
同时通过中国电信西部信息中心
DCI 骨干节点形成与一线城市数
据中心的专网互动能力，
为后期的
多云链接、混合云组网、多线 BGP
等业务需求提供强力支撑，
设立国
际客户专区，
直达国际出口。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全力支持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一是在价
格政策、合作政策、产品多元化等

方面试点创新；
二是将电信级核心
网 DC、IT 云平台、IPTV 新媒体、
8K 高清、天翼云计算节点、5G 边
缘计算节点等自有核心业务率先
部署到川西大数据中心；
三是积极
引入 BATJ、金山小米、国际客户、
金融灾备、离岸数据中心业务、全
国游戏中心，
努力争取将百度无人
车冷数据、阿里新兴供应链、腾讯
T-B 集装箱等项目试点落地。

系列政策支持
据了解，雅安先后出台《雅安
市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雅 安 大 数 据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19-2023）》
《关于加快推进雅
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在
土地、人才、融资等方面给予大数

据企业落户发展充分支持。
其中，土地方面，对大数据项
目实行“一企一策”的土地供应政
策，
对于已确定为优化发展大数据
产业项目的工业用地，
土地出让底
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
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
准的 70%执行；人才方面，大数据
企业高管人员在雨城区、名山区、
经开区购买住房并签订 5 年以上
本地服务协议的，
经认定后由所在
地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融资方面，
按基准利率的 50%给予
大数据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期贷款
贴息支持，贴息期不超过 2 年，单
个项目累计贴息不超过 50 万元。
同时，
对于落户雅安的大数据产业
项目，
在厂房租金、
上缴税收、
产业
孵化和科技创新上也制定了相应
的减免和补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