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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清单：年内完成《遂宁市观音文化旅游城
总体规划》,形成极核区全域旅游规划整体框架A

牵头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

委会、市河东新区管委会、遂宁高新区管委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简介：

观音文化旅游城建设是市委七届六次全

会作出构建“一核三片、四区协同”区域发展，

实施绿色宜居幸福城、现代产业创新城、观音

文化旅游城“三城”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是实施“三大倍增”计划，建设“5+2+1”现代产

业体系的重要工作部署；是发展壮大文化旅游

产业，实现 1000 亿旅游收入目标的基础支撑。

推进计划：

“前期已完成财评、需求论证、财政审批、

招标代理公司选定、招标挂网等工作，目前正

积极准备投标单位现场勘查、开标评审等相关

工作。”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有条

不紊地推进《遂宁市观音文化旅游城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

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2019年重点任务清单之
——强化产业协作配套（上）

任务清单：积极推进“大船山“打捆创建天府旅
游名县、观音湖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宋瓷文化中心创建 4A级景区

B
牵头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委会、市河东

新区管委会、遂宁高新区管委会、遂宁发展公

司

项目简介：

天府旅游名县的创建有利于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全市旅游建设管理水

平，培塑享誉国内外的县域旅游品牌，让全域

旅游旺起来；有利于营造县域旅游发展比学赶

超、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夯实文化强市旅游

强市基础。

推进计划：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牵头单

位，主要负责指导协调“大船山”整合文化旅

游资源，目前正积极推进打捆创建申报“首批

天府旅游名县”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对接遂

宁发展集团、天遂文旅集团，加大对宋瓷文化

中心 4A 级景区创建的指导力度。

任务清单：召开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C
牵头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

委会、市河东新区管委会、遂宁日报社、市广播

电视台、天遂文旅集团

项目简介：

近年来，遂宁旅游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呈

现出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观音文

化城·心灵度假地”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大

幅提升，“近者悦、远者来”的城市形象进一步

树立，已成为四川旅游的重要增长极和成渝地

区新兴旅游目的地。

推进计划：

作为今年文旅界的一次重要大会，市文广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正按照实际需

要，高起点、高品质、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确

保办出一届高水平的文旅发展大会。

任务清单：推动极核区16个在建重点文旅项目建设D
牵头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

委会、市河东新区管委会、遂宁高新区管委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

项目简介：

主要对龙凤古镇旅游基础设施（二期）、金

扁担休闲农业、万豪温泉度假酒店、龙亭生态山

庄建设项目等 16 个在建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年内

完成投资 30 亿元以上,年内完成对极核区内 5 个

重点文旅项目的深度包装,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推进计划：

“目前正积极推动极核区 16 个在建重点文
旅项目建设，2019 年一季度完成投资 8.32 亿
元。其中，龙凤古镇二期、拦江镇、仁里古镇 3
个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 1 亿元以上。 ”市广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将组织专家对圣

莲岛、十里荷画、七彩明珠等景区进行精准指

导，丰富旅游业态。

任务清单：加大对观音文化之乡的宣传F
牵头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责任单位:

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遂宁日报社、市广

播电视台、市网信办、天遂文旅集团、市河东

新区管委会

项目简介：

遂宁观音文化源远流长，是观音文化重要

的发祥地，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

命名为中国观音文化之乡。遂宁的观音文化

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有可能打造成世界性的

文化资源品牌，打造成世界性的旅游产业品

牌。

推进计划：

“遂宁观音文化旅游节已成为川渝地区知

名的节会活动之一，是宣传遂宁城市品牌和遂
宁旅游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市文广旅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观音文化旅游节作为年度旅
游大戏，将在鼠年春节期间举行，开展“遂宁
邀您来过年”旅游主题营销 ,培育极核区“遂心
遂意遂宁年”品牌，加大对遂宁观音文化之乡
的宣传。同时，统筹整合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 ,发挥好旅游营销补助政策的引导作用，推
动旅行社引客。

任务清单：推进永河现代农业园核心区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先导区,力
争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G

牵头单位:

船山区政府

责任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商务局

项目简介：

船山区永 河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规 划 布

局 177.3 平方公里，大力发展“绿色柑橘”

和“船山生猪”两大主导产业，以永河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为 核 心 ，统 筹 唐 家 种 业 高

效示范基地、桂花“生猪+柑橘”种养循环

基地、永河农旅融合基地、龙保加工冷链

物流基地，形成“一核三片”产加销全产

业链。

推进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机遇，着力产业发展再提质、项目

建设再提速、发展机制再优化，加快建设高

质量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力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面实施提供船山样板。”船山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构建产业园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加快延伸与升级

两大主导产业生产链和价值链，增强产业

间、主体间协作配套，走质量兴农、品牌强

农、利益联农、绿色发展道路。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禅香小镇建设,力争完成投资 2 亿元,完成停车场
5000平方米、游客中心 1000平方米建设及市政管网 3平方公里铺设H

牵头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应急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统战

部、市林业局

项目简介：

禅香小镇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由中

绿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开发建设

用地 256 亩。项目建设期 3 年，以观音文化

为主题，结合香道文化主线，打造“禅香小

镇、花境禅园、禅香溪谷、妙善花园、观音法

界、素心农园、禅修农庄和旅游服务中心”

等功能区，形成集“种香、制香、吃香、品香、

玩香、藏香、禅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禅香

小镇。

项目全部建成运营后年接待游客 300

万人次，预计年营业额达 10 亿元以上，年

缴纳税收 1.6 亿元以上，解决就业约 30000
人。

推进计划：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近 2 亿元。

展示中心正开展清表，5 月底动工建设。项

目整体详细规划已完成方案设计，5 月底将

启动游客中心、莲花大观、禅香花海等设施

建设。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康佳视讯产品生产项目约 1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
和康佳 PCB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I

牵头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应急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简介：

遂宁康佳电子科技产业园占地约 2000
亩，其中康佳电子产业园约 1000 亩，康佳

电路产业园约 1000 亩。康佳电子产业园

主要发展液晶电视、LED 显示屏等视讯产

品，以及 3C 电子、家用电器、军工电子、汽

车电子等项目，打造集电子材料、集成电

路、半导体、元器件及应用端的完整产业

链；康佳电路产业园主要建设高密多层线

路板、柔性线路板和铜箔、板材、药水等配

套项目。项目建设期 5 年，预计总投资 100
亿元，全部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将达 200 亿

元，年缴纳税收 10 亿元，解决就业人口约 2
万人。

推进计划：

康佳视讯产品生产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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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占地 156 亩，目前已

完成土地摘牌，正在开展项目规划设计工

作，计划在今年 6 月 30 日前启动建设。

康佳 PCB 产业园目前正在开展污水处

理厂项目生产环评，计划在 6 月底前取得

批复，并于 9 月底前开工建设。

（本版采写 全媒体记者 唐静 陈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