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召开的全市重大项目及投资推进会上，射洪县利群榨菜厂因
为经营收入首次突破 5 亿元大关，获市经信局工业鼓励奖。作为一家传
统食品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如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近日，
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射洪县天仙镇利群榨菜厂，实地了解该企业的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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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居川渝中心，拥有

“1环 8射”“3向 7线”公

铁联运交通网络的遂宁

凭借良好的枢纽条件和

环境优势，不断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现代

物流成为发展新引擎，

形成了从“十一五”良好

开局到“十二五”全面提

速，再到“十三五”高歌

猛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遂宁作为“国家级示范

物流园区”，先后荣获

“全国流通领域现代物

流示范城市”“中国物流

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

四川日报讯 4 月 24 日下午，“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成都金牛宾馆大礼堂举行。报

告会前，省委书记彭清华会见报告团全体成员。

彭清华代表省委向其美多吉同志和常年奋战在基

层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慰问。他说，其美多吉同

志 30 年如一日扎根雪域高原，用青春和汗水传递邮

件，用忠诚和奉献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是四川人民的

骄傲。全省上下要广泛开展向其美多吉同志学习活

动，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不负时代、

勇于担当的价值追求，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为民情

怀， （紧转02版）】

彭清华会见“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全体成员

报告团近期将赴西南民族大学、南充市、遂宁市和甘孜州县作巡回报告

遂宁市与农行四川省分行工作座谈会在遂召开

深化银政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4 月 24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与

农行四川省分行行长温学宇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就进一步推进

银政合作相关事项达成共识。

邵革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农业银行对遂宁发展给予的大力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赋予了遂宁建

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的发展定位，当前遂宁正全面对

标省委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富民强市“一二三四五”总体战略，大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谋划储备了一大批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新区建设类的项目，投融资市场空间巨大，为金融机构在遂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农行四川省分行在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5+2+1”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遂宁高新区建设、乡村振兴发展

等领域，与遂宁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遂宁将持续优

化金融政策环境，规范金融秩序，引导企业诚信守法，以务实举

措支持农行四川省分行在遂发展。

温学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农行四川省分行经营发展及在遂

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十分看好遂宁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

愿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和领域，提升合作深度和广度，努力

实现银政合作、共赢发展。

市领导吴相洪、袁超；农行四川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

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锐，农行四川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林庆参加座谈。

2019 成都乡村振兴“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大会
举办

遂宁作乡村振兴
项目推介发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4
月 24 日，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农业

农村局、成都市商务局、成都市博览

局、成都传媒集团承办的 2019 成都

乡村振兴“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

展大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

会上，成都市就建设七大共享服

务平台，助力全省乡村振兴情况作

了主旨发言。广元市、攀枝花市、遂

宁市、甘孜州、资阳市等市（州）先后

进行交流发言，就进一步加强区域

协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建言献策。

其中，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建

军就我市乡村振兴项目进行了推介

发言，对遂宁在做强特色产业，服务

成都平原经济区，推进绿色农业发

展，携手共创绿色发展先行区，推进

品牌强农、资源共享等方面工作推动

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示遂宁将借助

成都农博会这一平台，加快推动区域

合作协同发展，贡献遂宁力量。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成都与各兄

弟市（州）合作签约暨授牌仪式。其

中，“遂宁鲜”农业公用品牌发展协

会与成都市天府源品牌营销公司签

订了品牌战略合作协议。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经营 10多年
收入首次突破 5亿元

提起利群榨菜厂，射洪天仙镇人人

皆知。企业负责人周利群是重庆涪陵

人，出身在涪陵榨菜世家。 1981 年，年

仅 16 岁的周利群应邀来射洪县，为射洪

县发展榨菜产业进行技术指导。此后，

在射洪县一呆就是几十年，自身命运也

与榨菜紧密相连。

1990 年，周利群进入射洪供销社工

作，负责榨菜的经营工作。然而，由于体

制等原因，2000 年供销社的榨菜厂倒

闭。下岗后的周利群在天仙镇租了场

地，经营起了榨菜生意。2005年，成立了

利群榨菜厂，开始了民营企业的榨菜创

业之路。

“创业自然是艰辛的，榨菜作为传统

食品，有独特的工艺要求”，而利群榨菜

厂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工艺优势，十多年

间，形成了自己的深加工产业和“洪城”

榨菜品牌。

周利群介绍，从 2005开始，利群榨菜

厂的经营一直以深加工为主，不断抢占

西北、东北等市场，并获得了遂宁市知名

商标等诸多荣誉。经营 10 多年来，2018
年底经营收入首次突破了 5 亿元。

环保紧箍咒下的艰难转身
与涪陵榨菜厂加大合作

变化来自 2017 年。那一年，由于环

保不达标，利群榨菜厂面临着关停改

造。 （紧转02版）

市直市人大代表第四小组视察我市不动产登
记管理工作

做实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
助推我市经济快速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4 月 24 日，市直市人大代表第四

小组对我市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进行视察。市政协主席刘德

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昝中国参与视察。

在遂宁农商银行，代表们详细了解了我市不动产抵押登记

“零跑路”的重要举措和成效。据了解，为方便群众和企业贷款，

解决多次往返跑之苦，原市国土局与遂宁农商行合作，在全省率

先开展不动产抵押登记向银行延伸，将抵押登记受理窗口“前

移”增至农商行，专网传递不动产登记机构后台完成，由“银行一

登记部门一银行”流程简化为“银行一站式”流程，实现不动产抵

押登记在农商行便民服务网点就能一次性办理。目前，正在总

结试点经验，将逐步向全市银行合作推广。 （下转02版）

广告

广告 广告

四通八达 物流天下
——遂宁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综述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深入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

射洪县利群榨菜厂 2018年经营收入超过 5亿元，与乌江涪陵榨菜集团合作，打造
涪陵榨菜的射洪生产基地——

农民的笑脸就是
对转型最好的回答

4 月 23 日，射洪县瞿河乡高家沟村，金灿灿的柑橘挂满枝头，村民乐开了花，田间地

头、村间小道到处都是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 据悉，高家沟村通过“流转土地挣租

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挣红金”的“三金”农民，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图为村

民正在采摘清见柑橘 刘昌松 摄影

遂宁高新区召开规划工作专题会议

高起点高水平规划
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静 梁界波）4 月 22 日，市委副书记、

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遂宁高新区规划工作专

题会议，研究高新区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有关工作。市委常委、副

市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罗晖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遂宁高新区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方案》，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和高新区有关部门进行了讨论发言。

冯发贵指出，规划是最重要的“起笔”，一份好的规划关系着

高新区发展的前景、增长的潜力。要立足高新区资源禀赋、环境

容量等实际，着眼长远发展需要，选择优秀的规划团队，按照多

规合一、产城融合的理念，加快编制最符合这方山水的规划，切

实勾画出高新区的宏伟蓝图。 （紧转02版）

一季度遂宁城乡
居民收入增速加快

本报讯（蒋定吉 全媒体记者 熊
燕）4 月 22 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遂

宁调查队获悉，2019 年一季度遂宁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8559
元 ,同比增长 9.0%，比去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出全省 0.6 个百分

比，增速排全省第三位，比去年提升

2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42 元，同比增长 9.6%，比去年同期

提高 0.3 个百分点，高出全省 0.3 个

百分点，增速排全省第九位，与去年

持平。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2018 年 ，遂 宁 实 现 物 流 业 总 收 入

760 亿元、增长 8.6%,成为西部规模最大

的现代物流基地之一。

通节点
构建物流发展坚实基础

走进遂宁高新区西部铁路物流园，

来回穿梭的铲车忙着将刚刚送达的玉

米从火车上运往仓库。这些从东北、山

西运来的玉米将在这里短暂停留后销

往大英、乐至、潼南等地。在今年一季

度的运输物品中，玉米等粮食占到了所

有运输物资的 58%。

2018 年 3 月，西部铁路物流园铁路

货运专项正式通车运营，遂宁物流开启

了公铁联运模式。遂宁以及周边地区

货主可直接在遂宁办理铁路货运进出

业务，实现了联通全国的大宗物资快进

快出。”公铁联运中心市场部经理郎定

心说。

实施物流大通道建设，是遂宁发展

现代物流的根本坚守。作为四川仅次

于成都的综合交通枢纽，遂宁已建成“1
环 8 射”高速公路大通道、“3 向 7 线”铁

路大动脉，高速公路、铁路密度分别达

到每平方公里 68 米、44 米，远超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

纵横交错的路网搭建起推动现代物

流发展的基本骨架。在 90 分钟交通圈

内，覆盖 2 座特大城市、20 余个地级市、

110 多个区县、1.2 亿人口，2 小时车程内

可到达重庆江北、成都双流、南充高坪、

绵阳 4 个机场和重庆果园港、涪陵、四川

宜宾、泸州 4 个港口。

除了强化市域内物流通道的提档升

级，以遂宁为中心的多条国际物流大通

道也正同步向外延伸，实现了丘陵盆地

城市的通江达海。

遂宁市政府与珠海市政府、黔南州

政府合作共建的“川贵广—南亚国际物

流大通道”，打通了四川遂宁、贵州黔南

州至广东珠海市到巴基斯坦瓜达尔市

的海陆联运系统；珠海港在物流港设立

办事处，开启了“港港合作”发展新模

式；与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区构建合

作关系，建设更多通江达海的国际物流

大通道，助推经济区域间市场高效无缝

对接……一条连通西南内陆和东南沿

海、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

“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商贸物流大通

道正逐步形成。

筑平台
打造物流“达沃斯小镇”

今年 3 月 18 日，遂宁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正式成立。按照“一区多园”的格

局， （紧转02版）

邵革军会见人民日报社
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4 月 24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在

遂宁会见了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

邵革军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遂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并简要介绍了遂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人民日报社四

川分社到遂宁多走走、多看看，一如既往地宣传遂宁、推介遂宁，

挖掘更多“遂宁好故事”，传播更多“遂宁好声音”，为遂宁加快建

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林治波介绍了人民日报社业务板块布局及新媒体建设运营

情况，表示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将进一步加大对遂宁的宣传推

介力度，及时反映遂宁在推进富民强市进程中所取得的好经验、

好成果，为遂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市领导涂虹、袁超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