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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新闻

城
事

走进舍得酒业厂区，一片绿树

如茵，一股酒香扑鼻，装货的卡车

来来往往穿梭其中。“像春节前夕，

前来装货的卡车可以从装货车间

一直排到大路上。”正在指挥装酒

上车的工作人员说。

舍得酒业的产销两旺彰显出射

洪县企业的发展势头。这得益于

射洪县长期坚持的企业梯级培育

战略。

据射洪县经科局局长文加武介

绍，近年来，由于射洪县加大企业

梯级培育战略的实施力度，今年第

一季度，企业培育成效已逐步显

现，收到了“红利”。

大企业挑起工业经济大梁。随

着白酒行业逐步回暖，舍得酒业改制

以来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调整成效

显现，企业产销利税快速增长，1-3月

总产值、主营业务、利税分别增长

33.9%、36.9%、60.9%。天齐锂业自动

化包装生产线即将竣工，新上的环保

升级改造项目将在 4月底全部投入运

行，企业主要产品碳酸锂价格稳定，

1-3月总产值、主营业务、利税分别增

长 97.4%、119.8%、111.1%。

优势潜力型企业快速发展。射

洪县经科局在人才培引、技术创

新、市场拓展、管理提升、政策激励

等方面给予持续支持，奥尔铂电

梯、佐鲁银华、天亿纺织等 20 户企

业逐步成长壮大，1-3 月，奥尔铂电

梯、佐鲁银华、天亿纺织产值分别

增长 67.6% 、32.6% 、32.9% ，行业龙

头作用明显增强。

“尝到了甜头，我们还要继续

努力！”文 加 武 说 ，今年将全力抓

好企业升规培育。目前，人防工程

已经上报资料，正积极加强德润钢

铁、云上科技、宝塑新型 PE 管材等

10 余户企业升规培育，预计上半年

升规 4 户。

道路提升
优化城市“内循环”

4 月初，射洪县城伯玉路改造工

程正式展开，工人们正在有序移栽

树木。该项目从虹桥路到小广场，

主要涉及城西河周边街道雨污分流

治理、城西河河道治理、伯玉路道路

改造和景观绿化带改造。

“目前，即将完成树木移栽，由

于改造工程是沿着子昂城一线，未

来将进一步提升子昂城风貌。”射洪

县住建局局长相关负责人表示，改

造后的伯玉路交通更便捷、景观更

雅致、设施更完善。

在 加 快 改 造 老 城 区 道 路 的 同

时，位于河东的射洪县经开区迎宾

大道也即将完成绿化。

“经开区迎宾大道绿化项目位

于射洪县经九路东四路，道路全长约

2600 米，是绵遂高速至射洪县县城的

重要通道。”县欣诚公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冯涛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

1600 万元，以“生态与田园”为设计理

念，道路绿化设计模拟乡野台田，给

城市的道路增添一份自然的舒畅。

项目绿化板块为 11.5 米路侧绿化带+
3 米侧分带+10 米中央分隔带+3 米侧

分带+11.5 米路侧绿化带。主要栽植

银杏、桂花、蓝花楹、栾树、香樟等乔

木 4000 余株，绿化总面积约 65000 平

方米。计划 5 月底全面竣工，届时

迎宾大道将与已建成的涪江大道东

延线完美连接，为进出射洪县的客

商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公园增绿
引景入城增“颜值”

小桥流水、亭台轩榭、子昂诗风

……从今年春节至今，紫云文化公

园成为射洪县城市的又一新景。该

项目位于县城沱牌大道以东、新阳

街以南、洪达家鑫路以西、软脚坡以

北，积约 650 亩，依托武安河、前锋

渠两条自然生态水系，改造水体 3.4

万平方米，建设河堤挡墙近 2 公里、

景观溢流坝 2 座、桥梁 7 座，形成涓

涓细流、小桥流水的景观。公园紧

密结合“三馆”和自然环境，为市民

提供了有一处集休闲、娱乐、健身、

游憩于一体的好去处。

“3 月，我们在紫云文化公园感

受了一场‘春雪’，漫天飞舞的海棠

花真是美极了。”网友“鱼摆摆”说，

看到这样的美景，明年春天将到这

里来拍婚纱照。

一条涪江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灵

性，和紫云文化公园一样，沿涪江修

建的滨江景观带已成为市民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当 4 月 25 日有网友发

出太湖湿地公园段的视频时，许多

在外地的市民都惊叹：“美得都认不

出是射洪了”。

“沱牌生态园、平安森林公园、

紫云文化公园、滨江湿地公园，还有

金华山、桃花山、螺湖半岛等自然景

观，不胜枚举，生活在这样一座园林

城市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一定很

高。”深圳客商陈先生在射洪县考察

新能源产业时，“一江两岸三城四湖

五景区”的旅游规划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完善配套
便民惠民更宜居

滨江景观带设置了纯净水饮水

台、新世纪广场的厕所进行了改造、

体 育 馆 免 费 低 收 费 开 放 …… 近 年

来，便民惠民的利好消息接踵而至，

从生活便民到城市配套，市民的幸

福感不断提升。

近日，射洪县城御城尚都、团结

六社张家院子、锦绣新城、蔚蓝星城

等四个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约 1.35 亿

元，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改造、增设雨

污管道、升级人行道、提档路灯、绿

化，完善交安设施等，作为今年射洪

县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

极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

质量。与此同时，涪江湿地走廊县

城人居环境提升项目、城北妇幼保

健院迁建项目、县城区中小学改扩

建项目、城北综合市场建设项目等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配套项目正

有序推进。

“今年，共有清家堰-城西河防

洪排涝雨污分流改造、文化路排水

系统雨污分流及道路升级改造项目

等 13 个城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功能。”

县住建局局长王彬说，该局成立了

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和四个项目

组，全力推进城镇升级争先工程建

设。他表示，未来城市建设将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走集约、智能、绿色、低

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诗 酒 铸 魂 、产 业 壮 骨 、环 境 强

魄。日新月异的射洪县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八方客商来这里投资、兴

业、安居，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征程

中阔步向前。 （刘洋）

螺湖印象
引领射洪高品质居住生活

近日，螺湖印象湖景花园电梯洋房盛

大开盘。作为射洪县首个原创湖景典藏

大作，螺湖印象自建设以来受到了社会

广泛关注。

据悉，开盘当天，螺湖印象一期推出

340 套湖景花园电梯洋房，其创新使用横

厅设计，将进深缩小，改变了传统户型的

灰色空间。一楼、二楼都设计有大面积

花园和地下室，打造出浪漫私家花园。

依山傍水 坐拥千里涪江

开盘当日，许多市民早早就来到售房

部。“视野开阔、空气清新、依山傍水，这

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在活动现场，

老、中、青各个年龄层次的市民都在沙

盘、规划图和户型模型之间驻足停留，选

择心仪的住房。

据悉，螺湖半岛国际度假区占地面积

3000 余亩，水域面积 5000 余亩。包括生

态农庄、康养养生、度假酒店、休闲地产、

滨河休闲、乡村旅游等。螺湖印象湖景

花园电梯洋房位于螺湖半岛核心区域，

占地 214 亩，总建面约 25 万平方，容积率

低 于 1.8，绿 化 率 高 达 40% ，建 筑 密 度

23.6%，停车比例 1:1.2.社区内整体采用地

中海浪漫风格，层层退台。

“观江看绿，温馨浪漫。”曾珍和曹俊

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 90 后情侣，

小曾说，他决定在这里买一套房，将来让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回归田园 畅享诗意生活

螺湖印象引景入室，赢得了选房市民

的一致称赞。

“螺湖印象面朝涪江，闲暇无事时邀

三五好友品茶闲聊，饱览江景，是人生的

一大乐事。”绵阳市民说。他说，螺湖半

岛的浣花溪谷、林海牧场、半岛田园让居

住更田园，无论是休闲观光、运动养生，

还是度假康养都是很好的选择。

“等退休后，我就到这来居住。”市民

郑强说，社区智慧物业也是在射洪县的

首创，WIFI 全覆盖、夜光慢跑道、游泳池、

游乐场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非常期待

这里集休闲、观光、娱乐、购物、教育、医

疗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配套完善 提升居住品质

“与飞鸟为邻，与花草为伴。漫步园

林间，处处是风景。”市民李先生说，选择

螺湖印象无疑是为未来的高品质生活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社区涵盖大型商业步行街、五星级

度假酒店、国际双语幼儿园、螺湖社区医

院、螺湖湿地公园等多种大型综合配套

设施，全方位、多业态满足市民居家需

求。”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螺湖印象与涪

江六桥毗邻，与升级后的省道 205 线北段

隔江相望，便捷的交通吸引了许多遂宁、

绵阳的市民前来购房。

项目方表示，随着螺湖半岛项目建设

加快，将用更多看得见的美景，为市民提

供静谧、生态的田园居所。

（全媒体记者 刘洋）

●近日，射洪县相继启动御城尚都、

锦绣新城等四个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3200 万元，项目完成

后将极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5 月底，平安风景区内的 7 处公厕

将实现升级改造，旱厕改水厕，群众反映

的系列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近日，射洪县组织 6 个检查组对全

县 33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和经济开发区

的汛前防灾减灾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责令限时整改。

●近日，射洪县省级财政水利发展专

项资金节水型社会重点县建设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项目示范区选择在天仙镇窑

坝村、青堤乡新黄村、金鹤乡十柏村等 7

个乡镇 7 个行政村。

●5 月 3 日，大榆镇新井村在就业扶

贫车间组织第 1 场藤编手工艺现场培训

和体验活动，扶贫车间建到村头，让贫困

劳动者不出村就能免费学到技术。

●5 月 3 日，射洪县举行 2018 年全县

职工演讲比赛决赛，11 名选手紧扣主题，

用优美激情的语言、感人催泪的事迹真

情讲诉“中国梦”。

●近日，射洪双荣羽毛球俱乐部在县

体育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杜娟）

打好企业培育、项目推进、要素保障服务组合拳

射洪县一季度工业经济步稳蹄疾

“这才是射洪本来的样子”“美丽的‘射洪
蓝’”“天朗气清”……4月 25 日，雨后的射洪
格外清新，以“射洪蓝”为主题的图片刷爆了
市民的朋友圈。

湿地公园、沱牌大道、紫云文化公园……
一幅幅阳光下的城市照片赢得了网友的相互
点赞，大家纷纷称赞射洪“宜居宜业宜游”，为
射洪县城市建设发生的变化竖起了大拇指。

基础完善提档升级

射洪县城市建设悄然“蝶变”

3 月 19 日，在射洪县银企座谈

会上，明珠电工、金柠公司等 8 户

企业现场签约，协议贷款资金 3.7
亿元。

“感谢职能部门牵线搭桥取得

贷款，为企业发展雪中送炭！”金柠

公司老总李鸿儒说，有经科局等职

能部门的要素保障，公司加快发展

的底气更足了。

在射洪县，得到要素保障发展

底气十足的企业远不止金柠一家。

据了解，射洪县经科局充分发

挥县经济信息中心的职能作用，切

实为中小企业提供好人才招引、产

业政策、投融资、市场需求等信息

服务。

协调解决企业和项目资金需

求。引导华西基金公司支持新兴

产业发展，计划投放 2.5-3 个亿建立

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可望获得省经信

委注入资金 5000 万元；组织绿鑫电

源、富美达等企业申报 2018年省工业

发展资金、中国制造 2025四川行动资

金；组织五斗米、安浪家纺、矽芯微等

申报 2018 年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中贷

款贴息、厂房租赁等专项资金。

全力实现用气保障。积极推进

工业企业煤改气，舍得酒业、川中

建材完成煤改气并投入使用；天齐

锂业煤改气将于本月底完成；金马

膨 润 土 煤 改 气 管 线 铺 设 即 将 完

成。及时落实美丰集团用气指标，

企业 3 月 5 日成功复产。

有效缓解用工难题。劳动保障

部门、各工业园区和用工企业联

手，利用春节放假的有利时机，帮

助企业招聘技术工人 500 余人。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挖掘机、推土机来回作业，切

割、焊接工地火花四溅，塔吊作业、

建筑工人正紧张忙碌着……在这

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四川朗晟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年产 3000 吨

磷酸铁锂和 2000 吨高镍三元材料

生产线项目现场，呈现一派大干快

上的势头。

“该项目是锂电产业园年产 5

万吨新能源正极材料项目的首期

项目，占地 80 亩，投资 7000 万元，

将建成具有自动化程度的锂电池

材料生产线。”射洪县锂产业促进

局负责人介绍，首期项目已完成厂

房主体建设，将于今年 9 月正式投

产，2020 年将达到年产 8000 吨磷酸

铁锂和 20000 吨高镍三元、5000 吨

锰酸锂正极材料。

据了解，2018 年射洪县实施重

点工业项目 27 个，其中新开工项目

11 个，预计竣工项目 10 个。

早在去年底，射洪县经科局就

抓住项目施工淡季，做好项目的前

期论证、招商引资、政策争取、核准

备案、融资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更

多项目在春节后达到动工建设条

件，迅速开复工。开年后，突出重

点，切实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工作，抓

好一季度能够投产的项目，确保项

目早日投产达效，形成新的增量。

目前，年产 1000 吨金属锂新材

料生产项目正在进行场地平整；PE
管材项目于 5 月投产；经过省市县

领导和相关部门积极努力，4 月 20
日，川中建材点火复产；舍得酒业投

资 1 亿元的酒文化体验中心主体已

经竣工，酒店已投入使用 ,目前投资

8000 万左右的智能仓库项目，三通

一平已完成，主体工程已完成 20%
左右，预计年底竣工投产；铭泰顺

精密工具制造二期、人防设备铸造

等项目已逐步投入生产。

开年以来，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的不利影响，射洪县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主动打
好企业培育、项目推
进、要素保障服务组
合拳，竭力上项目、抓
投资，千方百计破除
发展要素瓶颈，增强
工业发展后劲，全县
工业经济步稳蹄疾，
实现逆势飞扬。

企业梯级培育 战略成效渐显

强化协调服务 项目建设加快

强化要素保障 增强产业后劲

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工人忙订单

射
洪
滨
江
湿
地
公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