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无到有
十五年磨一剑
扬眉出鞘闪锋芒

2003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调整遂宁

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遂宁市市中区，以

原市中区的行政区域设立遂宁市船山区

和安居区。

在安居建区之初，安居“家底”颇为

“寒酸”：全区仅有 4 家工业企业，盈利最

高的不足 20 万元。“基础差”“底子薄”“发

展不足”“发展不快”是这片土地的代名

词。

“要想富民强区，摸清家底是关键。”

安居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经过认真分析

研判认为自身其实并不“穷”。安居区东

接重庆市，南临内江市，西靠资阳市，北接

大英县，处于成渝经济走廊的腹心地带，

与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等距，是川渝

合作的桥头堡，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15 年来，安居区深入实施“工业强区”

战略，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探索符

合安居区情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从 2004 年安居第一个工业项目正式

投产开始，华能机械等一批大项目陆续落

户安居区，成为安居区借力发展的强劲动

力。从此，安居区的发展脉搏开始了新的

跳动，这片沉寂多年的土地逐渐热闹起

来，汽笛声声，马达轰鸣，新的工厂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工业集中发展区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2006 年 3 月，安居区正式组建工业集

中发展区，规划面积 22 平方公里。历经多

年的发展，如今这里建成面积已达 6 平方

公里，入驻各类企业 100 余家，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40 多家。全国农产品加工创

业基地、省级中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省

级汽摩产业及零部件特色基地、四川省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培育园区，一

年一个台阶，安居区工业集中发展区从无

到有，今年 9 月，顺利通过省发改委审核，

公示为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今年 1 至

11 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77.6 亿元，同

比增长 25.56%；11 月完成工业总产值 7.93
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 14.52%。

“通过多年的奋起拼搏，我们依托了

四川江淮汽车龙头带动，奋力打造西部现

代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依托了丰富的天然

气资源优势，加快建设清洁能源示范基

地；依托了阿宁食品龙头带动，打造成渝

经济区重要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路走

来，安居工业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目标

催人奋进。

今年，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将全力推进

工业项目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技改扩能

一批，推动天齐锂业、亿利、正源康柠檬等

6 个项目开工，广发辐照、铭力科技、汉龙

管业等 12 个项目投产，云内二期、力扬工

业、迈高等 12 个项目实施技改扩能，全年

力争新增规上企业 8 家，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 85 亿元以上，聚力打造“百家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

从有到优
“蜂王”聚集效应
昂起发展“龙头”

一个产业铺垫一座城市的底色，一个

优势产业奠定一座城市的竞争力。

2013 年 12 月 15 日，经过多次考察和

协商，遂宁市人民政府与安徽江淮汽车集

团当天正式签订江淮汽车西南基地建设

项目。该项目的成功签约，标志着江淮汽

车 西 南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正 式 落 户 遂 宁 安

居。

2014 年 5 月第一台“安居造”江淮汽车

下线。2018 年 3 月 17 日，在安居经历 4 年

成长的四川江淮迎来第 50000 辆整车下

线，吸引了业界关注的目光。短短 4 年时

间，江淮集团轻卡、中卡和工程车车系生

产已全部转移到西南基地安居区。四川

江淮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江淮奇迹”，也同

步刷新了“安居速度”。

自江淮汽车入驻安居区以来，龙头带

动的“蜂王”聚集效应不断发酵，安居区

“剑指”现代装备制造业，围绕龙头做好配

套招商，不断引进汽车汽配产业上下游配

套项目，拉长产业链条。通过产业链招

商，区工业集中发展区成功引进迈高汽

车、郎润科技、云内动力、讴神机械等 20
余家汽车配套企业落户，安居区逐步成长

为四川乃至西部较有影响力的汽摩产业

制造基地。与此同时，这些原本“个头”并

不大的企业，经过在安居工业集中区的几

年发展，都已经壮大成为所在行业的“新

贵”。

作为四川江淮在安居最大的配套企

业，云内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今年 4
月投产了一条柔性汽车纵梁自动生产线，

该条生产线的投产将实现重卡配套的批

量生产；遂宁东乘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司，除了配套江淮汽车，公

司以陕汽、解放、东风、福田等主机厂为平

台，实现多方发展；作为江淮汽车另一主

要配套企业，原福多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已成功实现技改扩能，升级更名为四川迈

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为安居有一家上

市公司。

目前，全区现有汽车汽配企业 20 余

家，生产的产品包括轻重型载货汽车、客

车、特种车（清洁车）等整车和发动机、车

架、滤清器、水箱、热交换器等关键零部

件，基本形成了集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辐射西南地区的汽车汽配产业体系。

时下，沿着安居区工业园区大道一直

向东，林立的厂房，纵横交错的柏油路，轰

鸣的机械声， （紧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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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
12 月 14 日，区委书记、区长管昭主

持召开区政府四届 40 次常务会，

传达学习中省市关于扫黑除恶和

禁毒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审议并原

则同意了《安居区农村地区道路

“路长制”实施方案》等。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

副 区 长 佟 硕 ，副 区 长 冷 强 军 、聂

洪、曾勇、潘昀、舒玉明，区政府正

县级干部吴小林参加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均蓉，区政协副

主席邹斌，区人武部副部长蔡永茂

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省市关于

扫黑除恶和禁毒工作相关会议精

神，并研究全区贯彻意见。会议强

调，要拓展成效，坚持有黑扫黑、

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工作原则，

在梳理扫黑除恶工作成绩的基础

上，重点在住建、规划、城管、国土

等领域治乱上下功夫，推进全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要协

同作战，牵头部门要加强统筹协

调，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

全力推动重点案件攻坚突破，同时

要进一步抽调精干力量，充实扫黑

专业队伍。关于禁毒工作，各级各

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要把工作责

任层层分解、细化落实到人，做到

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确

保各项工作运转有序、落地有效；

要整治外流贩毒，抓紧抓实禁毒工

作，加大与流入地公安机关协调对

接，建立互利双赢机制，共同提升

外流贩毒整治能力水平，加强对外

流重点区域、涉毒人员的关注力

度，确保禁毒工作抓出成效。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安居

区农村地区道路“路长制”实施方

案》。该方案是指，通过在城镇、

社区以外的国、省、县、乡、村道路

推行“路长制”工作模式，严格履

行政府主体责任，明确各部门职能

职责，从而实现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全覆盖。有效整合各类

信息资源，灵通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管理各类基础信息；建立健全道路

交通公益宣传教育机制，着力提升

农村居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素

养；加强农村公路路产路权保护，提

高农村公路建管养运能力；及时报

告、整治农村地区道路各类安全隐

患，大幅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有效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会议要求，各部门和乡镇要按

照《实施方案》，切实履行各自职责，

提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其

他方案，并在会前组织学习了《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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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磨溪镇向阳村举
行“迎新春 树新风”坝坝会

弘扬向上向善优良家风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 12 月 14 日，由区人大

常委会机关主办的“迎新春 树新风”坝坝会在磨溪镇

向阳村举行，活动大力弘扬向上向善的优良家风，引导

村民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区司法局、区卫

计局等部门举办了法治宣传、计生药具发放、医疗义诊

等活动。村民们踊跃参加健康体检，量血压、测血糖、

查眼睛、健康咨询，70 岁的夏龙慧看到自己的血糖结果

正常，开心地说，“太好了，不出门都可以测血糖，年龄

大了，随时监控下健康是对了的！”

舞台上，帮扶干部合唱、独唱，欢乐舞蹈《莲宵》、精

彩小品《扶贫》等一个个节目轮番上演，看得村民们眉

开眼笑，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

扶贫政策送到他们心里。穿插其中的扶贫知识有奖竞

答更是引得村民踊跃参与。

活动中，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还对评选出的“四好

户”“感恩奋进户”“卫生示范户”等进行通报表扬，鼓励

全村村民以受到表扬的家庭为榜样，进一步弘扬美德，

传承优良家风。

村民们在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文化盛宴之后，区人大

办还为向阳村的群众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坝坝宴。48 桌

500 余人将向阳村的活动阵地坐得满满当当，工作人员

将一道道美味菜肴呈上桌子，让村民们吃在嘴里、乐在

心里。村民文彬感慨道，向阳村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帮扶

下，越搞越好了，感谢他们引领着向阳村一直向前走，

越走越辉煌。

当天的活动还举行了以购代扶，村民们将自家的

鸡、鸭、蛋、羊和各类农副产品带到现场，帮扶干部积极

参与到以购代扶活动中，都购买了不少东西满载而归。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征程、新年新收获！向阳村在

党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红利激励下，康庄大道即将铺

就，向阳村人民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

6700万元，是 2004年安居区工业的全部“家当”！

2018年（截至 11月）安居区工业总产值达到77.6亿元，是 2004年的

116倍！

数据飙升的背后，折射的是安居区工业发展的高度与质量！
改革开放 40年，特别是安居建区以来，全区深入实施“工业强区”战

略，做强龙头企业、壮大集群规模、提高经济质量，通过绿色发展、转型跨
越，推动“区域经济新引擎”全面提速，实现了从农业乡镇到全省特色工
业强区的华丽转身。

脱贫攻坚奔小康
党的恩情永不忘
12 月 13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联合举办的“遂宁市 2019 年元旦春节

“脱贫攻坚奔小康·党的恩情永不忘”

文艺小分队走进贫困村慰问活动，在

观音镇飞虎寨村举行。

活动中，优雅旗袍秀《桃花源》、清

丽灵动清音《遂宁广柑送四方》、音乐

快板《精准扶贫到我村》等，一个个精

彩的节目充分展示了遂宁市文化惠民

工程的风采，在为群众送去丰富精神

食粮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精准扶贫

政策、文明新风送到了群众身边，丰富

了群众精神生活，在庆元旦迎新春的

热闹气氛中，让村民们享受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戴广伟 摄

安居再出发安居再出发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如今的安居，天蓝水清、道路畅通有

序、城市环境靓丽……随着迎接全国文明

城市复检工作推进，安居处处展现现代文

明的魅力，文明气息扑面而来。

为有效解决当前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切实优化和提升城市形象，

创造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

安居区通过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市容市貌

管理、交通秩序管理、违法占地违建建设

整治、重点区域安全整治等具体措施，全

面提升城市环境水平。

新增垃圾箱
环境卫生提档

12 月 14 日，记者在安居大道、兴业街、

兴贸街、琼江路等多处看到，道路两旁、人

员密集地方都新增了分类垃圾箱。

“这几天我看到很多地方都增加了垃

圾箱，这不仅方便了大家，也提高了大家

的自觉性，再也不会因为没有地方扔垃圾

而随手乱扔了。”市民罗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城区到处都这么干净，垃圾再

要‘随手扔’真不好意思，也要给孩子做个

榜样，培养好习惯。”市民牟女士带着孩子

将果皮扔进垃圾桶。

这样的情景，在安居越来越多见。市

民从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中真真切切感受

到城市面貌改变，同时，文明城市推动市

民将安居这个“大家”当成自己的“小家”。

规范市容市貌
营造宜居宜业环境

农贸市场是反映城市形象的重要窗

口，加强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和经营秩序

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市

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走进安居大市

场，经营户规范经营，物品摆放整齐，市场

内车辆停放有序。

“菜市场就像是城市的素颜照，这里

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真实面貌，以前的菜

市场除了最新鲜的味道，还有各种脏乱环

境”“以前下雨天来市场买菜，连伞都撑不

开，各种流动摊位占道经营”……说起以

前的大市场，王大爷接连摇头，“现在一路

走过来还比较干净，希望一直保持下去。”

近来，安居区全面整治人居环境，已

取得显著成效，一个日益洁净、充满生机

的安居正展现全新活力。

人车各行其道
交通秩序良好

“您好！请走斑马线……”“您好！请

按道行驶，非机动车不能骑到机动车道里

……”在城区的人口密集路段、十字路口，

文明劝导员、交警站岗执勤，规范行人过

马路走斑马线，提醒车主礼让行人，路上

交通秩序良好，人车各行其道。

“在 24 米大街主干道两旁，路两边的

违规停车少见。机动车、非机动车都规范

地停放在停车位。”市民刘先生说，这样既

好看，又安全。

交通出行，事关人人。据了解，安居

区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改

善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健全交通秩序长效

管理机制，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

全意识和文明交通素质，让城市“血脉”更

畅通。 （全媒体记者 王遂）

安居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文明花开香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