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
华瓷科技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该项目选址于高新区光电产业园内，

总投资 1.2 亿元，主要生产、研发及销售工

业及民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产品主要

有常规低压、中高压、软端子、射频高 Q 系

列 MLCC，适用于各类高压电路及手机、电

脑显示频等电子设备。企业计划后期追

加投资，扩大厂房面积至 2 万平方米，追

加投资后预计建设月产 50 亿只 MLCC 自

动化生产线，年产值达到 4 亿元、年税收

收入达到 3000 万元。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7
月投入试生产。

河东新区
西部印刷文化产业博览馆

该项目位于遂宁市河东新区，总投资

约 1.5 亿元，用地 35 亩，主要面向对印刷文

化、印刷工艺和文化艺术品感兴趣的游客，

以及对印刷科技知识感兴趣的青少年学

生，围绕印刷文化开发特色主题旅游业

务。项目展馆包括印刷文化展示馆、印刷

工艺体验馆、印刷工艺传习馆、公司发展历

史馆、文化产品印刷馆五大主题馆区，经营

内容包括文化旅游、印刷服务、技术培训、

生产和销售文化旅游产品及文教用品等。

经开区
康佳视讯产品生产项目

康佳视讯产品生产项目占地 156 亩，

建设厂房面积约 12.48 万平方米，预计总

投资约 10 亿元。康佳视讯产品生产项目

作为“康佳电子科技产业园”启动区项目，

重点发展康佳的视讯终端产品，承接昆山

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

业显示有限公司和深圳康佳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的业务。

昆山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液晶

电视、平板显示器、新型显示器、数字电视及

上述产品有关的元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计划投资 3条生产线，建设 4万平方米的

生产厂房；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 LED显示屏、液晶拼接墙、广

告机、触控平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计划在遂宁打造总面积 2 万平方米的超高

清、OLED、LED 屏等新型显示生产基地；深

圳康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数字电

视机顶盒、应急广播、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计划投资 8 条生

产线，建设 6万平方米的生产厂房。

船山区
船山城区至遂宁港通港大道工程

该项目位于船山区龙凤镇和老池乡境

内，项目总投资约 9.97 亿元。道路全长约

10.46 公里，路基宽 50 米，设计时速 60 公

里，按一级公路兼顾市政功能，分为 A、B、

C 三段建设实施。

通港大道将中环线、遂内高速、遂资眉

高速、成渝环线及城区道路有效连接，是龙

凤组团、金桥组团和主城区联系的主要纽

带，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临港经济区建

设，加快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发展。

安居区
安居博正达机械密封件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四川博正达机械密封件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安居工业集中发

展 区 ，总 投 资 1 亿 元 ，建 设 年 限 为

2019-2020 年，占地 40 亩，主要建设厂房

1.5 万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建设机械密封

件和水泵生产线 ,目前已开工建设。

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将年产机械

各型号密封件 30 余万套、泵用配件 20 余

万套、橡胶配件 100 万余件、橡胶模具 5000
余套、冲压模具 1000 余套，预计产值达 1
亿元，实现利税 3000 余万元，解决就业 150
人。

射洪县
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

射洪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项

目，属于 2019 年全省前 100 个重点推进项

目，位于射洪县锂电产业园，建设时间为

2019-2023 年，占地 6200 亩，计划总投资

110 亿元。分三期建设锂电产业园厂房及

锂电产业研发设施约 280 万平方米，包括

碳酸锂、镍钴锰等原材料加工，电池材料、

电芯及电池组装生产，电池材料、正负极

材料、电池等有色固废回收等，形成上、

中、下游完整的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

群，配套建设道路、管网、水电气等园区基

础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一流锂电产业

新高地”的定位，建成高端电池级锂材料

生产基地，集动力锂电池、储能锂电池等

多种应用于一体的锂电池生产中心，居于

全球同行业前列、中国最大的锂业上中下

游资源基地、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清洁

生产循环利用基地，形成具有显著集聚效

应的经济型、环保型锂电产业集群。

大英县
大英环氧乙烷产业项目

该项目位于大英县经开区，建设年限

为 2019 年 —2022 年 ，估 算 总 投 资 18 亿

元。项目占地 350 亩，主要建设生产厂房

2 万平方米，鸿鹏化工表面活性剂生产线

2 条、3000 吨 /年吗啉生产线 2 条、4 万吨 /
年 N-甲基醇胺生产线 4 条、新能源综合利

用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2019 年预

计投资 3 亿元，计划完成鸿鹏化工表面活

性剂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启动

屹光新材料厂房主体建设。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充分带动区域内

纺织助剂、减水剂、日化、医药、聚酯类生

产及配套物流等企业发展，可提供 150 个

就业岗位，实现年销售收入 8 亿元以上，

年税收 0.4 亿元以上。

蓬溪县
蓬溪淑洁卫生用品生产项目

杭州淑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签约入驻金桥新区。蓬溪淑

洁 卫 生 用 品 生 产 项 目 建 设 年 限 为

2019-2020 年 ，总 投 资 2.3 亿 元 ，占 地 100
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厂房共 3 万平方

米、业务用房 5000 平方米及婴儿纸尿裤自

动化生产线、成人护理用品自动化生产线

7 条。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就业工人 500—
800 人，税收达到 1000 万元左右。

目前，正在进行标准厂房内设备安装

和调试。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新建厂房土

地审批、项目的地勘、环评、安评、总规设

计等，可望实现当年建成投产。

（魏玉梅 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

3月 27日，四川省 2019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举行，遂宁作为视频连线分会场，同步在遂宁经开区举行全市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据悉，我市 2019年第一季度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45个、总投资 505亿元。项目涵盖了城市建设、产业

提升、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现记者从各县（区）、市直园区筛选了部分重大项目进行介绍，以期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及早竣工，为全市加

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奋力推动富民强市再上新台阶提供更加强劲的项目支撑。

○

奋力冲刺开门红开门红

合力推项目 全力谋发展
我市 2019年第一季度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145个、总投资 5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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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修炼
共融共生 舍得自在

城市发展看内功，内功修炼靠理念。遂宁

在海绵城市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让城市“活”了

起来。在“最懂养心”的遂宁人看来，这座城市

已成为“呼吸吐纳”的绿色之城。

2015 年，四川遂宁市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如今，遂宁率先完成海

绵城市建设，古老而崭新的遂宁日新月异。

全球绿色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绿色水城、

会呼吸的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样板城市……这

些新标签，是遂宁在城市建设命题下，用舍与

得的辩证关系给出的新答案。

遂宁人利用当地地质条件，因地制宜，通

过雨水口改造等工程，“舍”掉旧理念、旧做法，

“得”到新的城市面貌。做到“小雨不积水，大

水不内涝”，增加了生态环境弹性，城市发展的

想象力也将大大拓展。

钱文忠教授与节目组一同在城市中漫步，

感受水穿城过，城沿水建的人居环境，二者共

融共生，尽显遂宁人舍得智慧。

闻香寻酒
探访舍得老窖

从《诗经》的“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到杜

甫《野望》“射洪春酒寒仍绿”的赞美，遂宁美酒

自古以来一直为人惦念。如今，舍得酒业酿造

技艺已经过唐代春酒、明代谢酒和现代沱牌曲

酒的代代传承。

酒香醉人。节目组闻香寻酒，来到了舍得

生态酿酒工业园，这座工业园区始建于 80 年

代，这里存留着明代时期建成的古窖，至今仍

然可酿酒。舍得酒业副总工程师余东表示：

“当年营造生态园时种花种草的‘不务正业’，

才培育出现在这么好的酿酒环境。”话语中透

露着舍得人的取舍智慧和企业文化。

舍得酿酒人秉持着“品端位正”的处事哲

学，匠人的师徒传承随着时代发展烙上了时代

的印记。在酿酒过程中，挖糟、出甑、制曲，每

一个步骤都容不得马虎。舍得酒“舍百得二”

的品质密码就蕴藏在这些细节中。

随着企业发展，一批对传统技艺着迷的年

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来到了这里，希望能够潜

心练好技能，诠释新时代的匠人精神。“真正酿

酒的不是我们，是这些数以万亿的微生物群

落”，一名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对着镜头略显

青涩，表达着对酿酒行业的热爱，“我的目标是

成为一名高级酿酒师。”

诗酒传承
宜居的城市有种朦胧感

辗转遂宁，节目组感受到了遂宁人民的热

情好客和十足的烟火气。

谈到吃，“寻味四川来遂宁”自然当仁不

让。从舌尖滑过的青豆肥肠，和着坊间川味十

足的菜名传报，咂一口舍得美酒，挂唇、入喉，

人生况味也不过如此。“宜居的城市要有种朦

胧美”，钱文忠的一席话道出了人们“身在、家

在、情在”朴素的归属感。

自古诗酒相融，所谓“诗文蘸酒方酿成”，

美酒在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的世界里举足轻重。

钱文忠教授与现代诗人马继清相约聚首金

华山读书台——相传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年少

时曾在此研习诗书。二人谈酒论诗，从“浅茶

满酒”的喝酒礼仪到“流觞曲水”的行酒令，趣

味盎然。兴之所至，马继清吟唱了一首四川方

言版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

来者”的怆然哀伤好似穿透时空，在苍松翠柏

间交织缠绕。

“古人写诗讲求神来之笔，喝酒是为了‘出

神’，美酒便成为一种打通精神世界的媒介。”钱

文忠还表示，酒是中国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

分，诗酒传承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意义深远。

每一座城，都承载着乡愁，钱文忠说，有些

城市是以牺牲乡愁为代价的。显然，遂宁不

是。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因为有诗

书，有美酒，所以遂宁至情至性。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哲思和故事，因为有

舍得酒业，所以遂宁人有故事，也有远方。

（陈颖）

《舍得智慧讲堂》随钱文忠开启“文化漫步”之旅：

这里有诗有酒有远方
品酒论诗，访深院古寺，拜大贤书院，追古人踪迹……近日，由

舍得酒业与凤凰网联合打造的时代人物高端访谈节目《舍得智慧

讲堂》特别版邀请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故地重游四川

遂宁，移步换景，带我们感受遂宁这座千年古城的今韵古风，共享

舍得智慧，探寻舍得之道。

遂宁自古便有“文贤之邦”、“ 东川巨邑”之称，而今的遂宁，不

仅保留了崇德尚文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探寻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的

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大胆求，智慧得”的特色生态发展之路。

周鸿到射洪督导联系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事项

协助企业扩能增效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维 李海波）3 月 26 日，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率队前往射洪县，现场调研督导

2019 年联系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事项。

四川天亿纺织有限公司采用国际上先进的设备和

技术，拥有先进的清梳联设备、高效精梳机、全自动电脑

粗纱机等，已全部实现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今年 1-2
月产值实现 204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7%。周鸿对

项目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

势，不断做大规模，提质增效。在深入了解企业目前生

产销售和用工情况后，周鸿叮嘱随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和企业秘书，要加大宣传营销，强化市场推广，助力企业

不断做大做强；要动态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全力帮

助企业解决难题，积极协助企业扩能增效。

在射洪群英水库，周鸿查看了项目进展情况，听取

了项目相关介绍。他强调，要做好做实群众安置搬迁工

作，确保项目平稳推进。要完善水库配套基础设施，科

学合理开发水资源，做好水文章，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表彰志愿服务“四个十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3 月 27 日，遂宁市第

十八个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月暨志愿服务“四个十佳”表

扬活动在市城区犀牛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涂虹出席活动。

活动上，优秀志愿者代表宣读了“守公民道德、做文

明市民”倡议书。随后，获得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十佳志

愿服务组织、十佳志愿服务站、十佳志愿者的代表依次

上台领奖。

涂虹指出，要紧扣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

会精神，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为遂宁高质量发

展注入磅礴精神和道德力量；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大力弘扬和积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做强志愿服务品牌；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四立四行五融入”核心价值

观系列网络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要大力宣传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在全市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良好社会风尚。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培育选树省级道德模范 12 人、

市级道德模范 53 人，中国好人 18 人，四川好人 14 人，新

乡贤 20 人。同时，建立专业志愿服务队伍 26 支、社区志

愿服务站 186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项目 3846个。

吴相洪调研全市金融工作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助力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3 月 27 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吴相洪带队，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

全市金融工作。

吴相洪一行先后来到遂宁农商银行、遂宁银行、遂

宁银保监分局、人行市中心支行，详细了解了银政企合

作、金融服务、金融创新等工作。座谈会上，吴相洪听取

了全市银行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市内银行机

构及金融管理部门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作出的贡献。

吴相洪强调，各银行机构要严格按照中省相关政

策，进一步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助力招引项目落地，推动加快构建“5+2+1”现代产

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联

系和指导，共同做好服务中小微企业工作，帮助困难企

业渡过难关。要进一步在基础设施补短板中发挥金融

支撑作用，积极参与到“成渝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中

去。要进一步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完善风险管

理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加快建设成

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金融力量。

（紧接 01 版）调研搭建起人大代表与企

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社

会各界沟通联系的桥梁，更好地促进安

居企业集群发展、转型发展，更好推动地

方政府创优环境、增进服务，更好地丰富

代表活动，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和水平。

今年，安居区正着力建设“全省特色

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

公园城市示范区”。随着工业经济代表

专业小组的成立，安居区人大常委会还

将成立乡村振兴代表专业小组和城镇建

设代表专业小组。

安居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委员

唐东表示，以专业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

可以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专业优势，

凝聚人大代表的集体智慧，更有效地监

督支持政府做大做强经济工作，以推动

安居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紧接 01版）我们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指南》要求，精心编制试点方案，周密

组织实施，高效有序推进，试点目标如期

实现。我们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

取向，以改革精神和创新办法，高质量推

动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探索出了一套西

部欠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海绵城市建设

经验做法。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践行新

发展理念，围绕新型城镇化方向，以民生

需求为导向，持续在组织领导、项目建

设、产业带动、要素保障、机制创新等方

面狠下功夫，进一步丰富、提升、完善海

绵试点成果，高质量推动全域海绵城市

建设，努力把遂宁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海绵城市典范，为“美丽中国”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省住建厅副厅长邱建指出，近年来，

遂宁紧紧抓住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重

大契机，积极探索、努力创新，走出了一

条海绵城市建设遂宁路径，为四川海绵

城 市 建 设 提 供 了 可 复 制 、可 借 鉴 的 经

验。他表示，四川省将以此次现场复核

为起点，总结推广“遂宁经验”，促进和带

动全省海绵城市建设。

省财政厅巡视员毛谦武，省水利厅

副厅长刘辉，市领导袁超、罗孝廉，市政

府秘书长付勇参加会议。

（紧接 01版）要全方位服好务，及时解决

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营造更

加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要按照“保重

大、保民生”“保落地、保开工、保当期”的

原则，全力以赴做好要素保障。要牢固

树立“建一流项目，创安全工程”意识，确

保项目高质、高效、安全推进。要加大督

导力度，确保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及早竣

工，为全市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

经济强市、奋力推动富民强市再上新台

阶提供更加强劲的项目支撑。

上午 11 时，欧阳泽华宣布：遂宁市康

佳视讯等 145 个项目集中开工。现场响

起热烈掌声，各种工程车辆、机械设备喇

叭齐鸣，标志着我市第一季度集中开工

重大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洪主持

仪式。市领导罗晖、袁超、贺武、陈伐，市

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开工仪式。

我市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效评价现场复核工作汇报会召开

让“内行人”监督“专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