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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高新区与以晴集团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厦门举行

邵革军周以晴致辞 冯发贵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 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

决策，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强不强、农

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进“三农”

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认真学习习近平同

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切实增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更大的决心、更明

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书写

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下转02版）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串联产业
开启脱贫致富“加速器”

阳春三月，又到了出门踏青的好时节。位于农环线上的天

福万象国际现代农业博览园内，或粉或白、或黄或紫的郁金香

争奇斗艳，在阳光的映照下分外婀娜多姿。园内的工人忙着

除草浇水，为郁金香“开门”迎客做准备。

在博览园内务工的工人均来自周边乡镇，园区外的住家户

也纷纷抓住商机，将房屋修缮一新，一排排特色鲜明、环境优

美的农家乐应运而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博览园的诞生不

仅让村民有了就业机会，而且增强了村民创业的动力，让村民

的“腰包”鼓了起来。

“农环线对接高速公路，让园区内高端有机蔬菜有了更宽

阔的销售区域，也让其他地方的游客来园区观赏花海更加便

捷，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为企业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未来，我们信心满满！”天福万象国际现代农业博览园公

司相关负责人回应说。

从天福万象博览园离开，记者沿着蓬溪县现代农业产业一

体化大环线绕了一圈。途经三凤、任隆、高升、大石、宝梵、回

水、天福、红江、常乐、赤城、文井、新星、荷叶、高坪、金桥 15 个

乡镇，农环线串联起了天福红江农业产业园、大石核桃产业

园、任隆仙桃产业园、荷叶农业产业园 4 个农业产业园区，道路

两旁竖立的“仙桃产业基地”“核桃产业基地”“蓝莓采摘基地”

“有机葡萄基地”等牌匾引人注目。

串联旅游
迈出“全域旅游”新步伐

“路上我还在担心弯多路窄，没想到路修这么好，比城里行

驶还平稳。”不久前，怀着喜悦心情前来参加蓬溪县任隆镇八

角村举行的遂宁市第四届乡村旅游节暨蓬溪县第七届乡村旅

游节的张继敏不禁感叹。

从 2016 年至 2018 年，蓬溪县实施交通三年攻坚战，累计投

入资金 10.7 亿元，建设农村公路 151 条，总里程 889.1 公里，其

中沥青路 209.1 公里，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和国道为主轴、

省道为骨架、县乡村公路为网络的现代交通格局。

“便捷的交通让游客更愿意过来玩，每年接待游客数成倍

增长。”任隆镇党委书记柏刘亚指向路边绵延数公里的车队兴

奋地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

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景点，带动周边更多群

众吃上‘旅游饭’。”

除了仙桃产业园外，整个环线依托蓬溪丰富的旅游资源，

量身打造的赤文旅游路与农环线连接，将高峰山、宝梵寺、中

国红海等景区串联其中，采摘果园、旅游观光、休闲游园等项

目琳琅满目。 （下转04版）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何光华） 5 月 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遂宁涪江右岸引水及生态水网建

设项目相关工作，推动解决遂宁市水资源短

缺问题。

会议听取了涪江右岸引水及生态水网建

设项目初步规划，项目基本情况、推进情况和

工作计划的汇报。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合理

开发利用丰富的涪江过境水资源，从涪江干

流引水，通过建设引水渠道、新建和扩建囤蓄

水库等工程措施，改善沿途城乡生产生活用

水，提高城乡供水、农田灌溉保证率，同时将

涪江与金家河、广寒溪、郪江、开善河、琼江等

主要河流连通，实施生态补水，项目涉及 4 个

县（区）、2 个园区、20 余个乡镇。

邓正权强调，一要深化前期论证。该项目

旨在对涪江水资源进行综合配置，对遂宁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都有积极作

用。项目投资大、涉及面广，将是遂宁建市以

来投资最大的综合性水利工程，相关县（区）、

市直园区管委会和市级部门务必站在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高度，做深做细项目建设

水资源论证，从技术和经济等方面进行科学

论证，算好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三本账”，

优先满足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确

保项目经济上可行、效益上可持续。二要强

化协调配合。项目涉及水利、农业、生态环境

等各个领域，还要跨区域、跨流域施工，综合

度较高。市水利局要按程序尽快选定设计单

位，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维）近日，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正式授牌第一批

四川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其中，遂宁市船

山区龙凤镇荣获殊荣。

此次被授牌的文旅特色小镇共 20 家，

来自 17 个市州。此外，会议还表彰了“金

熊猫”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乡村旅游

单位——遂宁市龙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

乡镇综合文化站——蓬溪县蓬南镇宣传文

化服务中心获得“金熊猫”奖先进集体。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

民政府所作的《<遂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

估报告》和《<遂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标调整方案》。会

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

查报告，同意《<遂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报告》，决定批准调整方案。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遂宁市“十三五”规划
纲要指标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9 年 3 月 22 日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

船山区龙凤镇被授予
第一批四川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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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权专题研究遂宁涪江右岸引水及生态水网建设项目时强调

深化前期论证 强化协调配合

日前，记者走进云内机械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轻卡、微卡货箱边板总成的焊接。据了

解，云内动力以立足四川市场以及重庆市场为基础，力争打造西南地区最大最强车架货箱的生产基地，

助推我市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从空中俯瞰，四月的蓬溪春意盎然，绵延 69 公
里的县现代农业产业一体化大环线如玉带般徐徐
铺展开来，将全县 15 个乡镇、100 余个行政村有机
串联，形成了“交通互联、产业互补、新村提升、旅
游富民、扶贫全覆盖”的良好布局，10 万余户、46 余
万人从中受益。多业态、融合型的农业大环线，似
镶嵌在蓬溪版图上的明珠，正发出耀眼光芒……

决战2019·遂宁故事

强力实施脱贫攻坚强力实施脱贫攻坚
加快推进全面加快推进全面

本报厦门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5 月 5
日，遂宁高新区与以晴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市委书记邵革

军、以晴集团董事长周以晴出席并致辞。市

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冯发贵出

席签约仪式。

邵革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成功签约表示

热烈祝贺。他说，成渝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聚集了京东方、富士康、华

为等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作为四川省多点

多极发展格局和成渝合作区域合作中的重要

战略支撑点，遂宁积极谋划推动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逐渐形成了集电子元器件、新光源

制造、电路板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已成

为成渝地区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

当前，我们正高规格建设的遂宁高新区已拥

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以

晴集团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提供了

有利条件。希望双方以此次成功签约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狠抓工作落实 ,尽
快将协议合作内容转化为具体项目，早日实

现互利共赢。遂宁将为以晴集团提供最优环

境和高效服务，全力支持以晴集团在遂发展

壮大。

周以晴表示，遂宁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

配套完善，发展潜力巨大。以晴集团与遂宁

高新区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精诚

合作、携手并进的重要里程碑。以晴集团将

与遂宁高新区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积极落

实好合作协议内容，按时间节点推进相关工

作，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努力为遂宁加

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力

量。

随后，市委常委、副市长、遂宁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罗晖，以晴集团执行董事、总裁洪哲森

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规定，遂宁高新区和以晴集团将发挥各自

优势，在显示模组生产制造、遂宁以晴科技产

业园、Intertek 天祥国际检测认证中心以及柔

性线路板四个板块开展深度合作，努力实现

共赢发展。

签约仪式前，邵革军一行还参观考察了中

绿集团，并就加快推进遂宁禅香小镇项目建

设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领导袁超、陈伐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福州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作为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配套活动，“有福之

州·对话未来”活动于 5 月 5 日晚在福建省福

州市三坊七巷举行。活动以“轻松、趣味、互

动”为主基调，邀请各地政府领导、行业专家

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主题，畅谈国家数字经济建设、共同对话未

来。市委书记邵革军应邀出席并致辞。市委

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冯发贵出席

活动。

邵革军简要介绍了遂宁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遂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

城”，是巴蜀文明交汇的中心，素有“东川巨

邑”“川中重镇”“文贤之邦”的美誉。遂宁是

一座区位优越的“枢纽之城”，地处成渝发展

主轴“轴心”位置、成渝城市群“核心”地带，已

建成全面立体的交通网络，形成了覆盖成渝

两个特大城市、20 余个地级市、110 多个县

（区）、1.2 亿人口的 90 分钟交通圈。遂宁是一

座发展优质的“活力之城”，紧扣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主线，一届接着一届干，持续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2018 年，遂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到 326天，排名成都平原地区第 1 位，实现了连

续 5 年“气质”提升。遂宁是一座活力迸发的

“产业之城”，通过深入实施“三大倍增”计划，

加快构建具有遂宁特色的“5+2+1”现代产业

体系，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已集聚电

子企业近 200 家，形成了集电子元器件、新光

源制造、电路板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邵革军说，近年来，遂宁市认真贯彻建设

“数字中国”战略决策，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推进现

代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希望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及相关专家充分发挥资金、技

术、管理、品牌、经验等优势，积极参与遂宁现

代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遂宁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活动现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

芮晓武， （紧转02版）

“有福之州·对话未来”活动在福州市举行
邵革军应邀出席并致辞 冯发贵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