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立主持召开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工
作专题研究会

进一步科学研判
确保安居天然气化工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 昨（15）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

立主持召开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工作专题研究会，与会人员

对《遂宁市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工作推进方案》相关内容进行

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区政协副主席邹斌，区工业集中

发展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据悉，为加快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区委四届

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提出的目标任务，以及

《遂宁市“5+2+1”产业发展推进方案 (2018-2022 年 )》中的油气盐化工

产业推进方案，按照区委四届八次全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结合《遂宁市安居区天然气产业发展规划》和安居区天然气化工

产业现状，制定了《遂宁市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工作推进方

案》，并成立了遂宁市安居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发展工作组。

邓立强调，要科学认真研判，进一步坚定天然气产业主导发展和

天然气未来发展方向。要扩存量引增量，进一步加快天然气资源就

地转换的步伐，迅速占领市场；要坚持绿色安全，确保安居天然气化

工产业健康发展；要做优营商环境，研究制定天然气化工产业政策措

施；健全工作机制，务实推进各项工作，工作组要做好担当，提升工作

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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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农商银行向安居区
总体授信100亿元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近日，遂宁农商银行与安居区签订

了《共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战略，

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结合安居产业发展规划，进一

步拓宽贷款增信方式，五年内向安居区广大城乡居民、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实体企业等总体授信 100 亿元，实现有效信贷需求全面满足。

据悉，遂宁农商银行由遂州联社改制而来。目前，该行在安居设

有 1 个一级支行，26 个二级支行、33 个物理网点，在岗员工 155 人，遍

布安居城乡各处。截至 2019 年 3 月末，该行在安居实现存贷款规模

118.13 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42.65%和 43.49%，均位居全区

金融机构之首，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30.44 亿元，占全区涉农贷款总额

的 58.08%。多年来，该行已将主要人力、物力和财力均配置在了“三

农”领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此次和安居签约，开启政银携手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篇

章。省农信联社遂宁办事处党委书记、遂宁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兴明认为，安居地处成渝经济圈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

“鱼米之乡”和“水果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安居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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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绿色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总体取向，在加快建设生态安居、

活力安居、幸福安居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优越的自然禀赋，安居也将在乡村振兴、产业互动和区域协同发展

中，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遂宁农商银行与安居的合作空间广阔、前

景可期。遂宁农商银行将以本次合作协议签订为契机，主动融入安

居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与全区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乡村振兴战略的安

居篇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5
月 13 日，四川江淮建厂五周年暨首台

新能源汽车发布仪式在安居区举行。

市委书记邵革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项兴初出席并揭

幕。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秘书长袁

超出席。副市长陈伐出席并致辞。区

委书记管昭，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军出

席发布仪式。

发布仪式上，邵革军、项兴初参观

了四川江淮新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并共

同为首台新能源轻卡下线揭幕。

受市委书记邵革军，市委副书记、

市长邓正权委托，陈伐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表示热

烈祝贺。陈伐指出，近年来，我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一系列决策部

署，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

强市。在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市委、市政府集中资源发展壮大机

械与装备制造、锂电及新材料、电子信

息等五大优势制造业，培育文化旅游、

现代物流等特色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

新兴产业，积极构建“5+2+1”现代产业

体系。在相关产业的带动和支撑下，

今年一季度，全市 GDP 同比增长 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均居全省

第 3 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4%、居

全省第 2 位，实现了 2019 年经济社会

良好开局。今天在这里共同见证四川

江淮建厂五周年和首台新能源汽车下

线，这是我市加快构建“5+2+1”现代产

业体系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标志着

遂宁机械与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又迈出

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陈伐表示，四川江淮汽车 2013 年

12 月入驻遂宁安居以来，在遂宁与江

淮汽车双方深度互信、高效合作和共

同努力下，走出了一条“高起点、大投

入、快产出”的发展道路，2014 年 5 月

第一台江淮汽车顺利下线，2015 年 11
月“四大车间”全面建成投产，2016 年

5 月江淮集团轻卡、中卡和工程车整车

生产资质成功转入遂宁安居，2016 年 6
月第 1 万台整车下线，2017 年 6 月第 3
万台整车下线，2018 年 3 月第 5 万台整

车下线，创造了“当年批量投产、当年

盈利、当年形成规模”的行业奇迹，创

造了令人惊叹的“江淮速度”，为遂宁

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作出了

重大贡献。今天四川江淮首台新能源

汽车顺利下线，这既是江淮集团努力

奋斗的成功“结晶”，也是中国民族汽

车工业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自主创

新的成功实践，必将进一步带动四川

江淮又好又快发展。我市将驰而不息

的优化政务环境，为入驻企业排忧解

难；也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四川江淮，为

公司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项兴初说，在遂宁市大力关心支

持下，四川江淮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

极主动作为，逐渐形成了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群 , 为江汽集团和遂宁经济发

展作出了应有贡献。首台新能源轻卡

成功下线，是四川江淮推进产品结构

转型升级的重大成果。四川江淮将以

成立五周年为契机，保持战略定力，持

续深化技术创新，努力打造轻卡市场

一流品牌。

据了解，此次“遂宁安居造”新能

源轻卡为 X5200 帅铃 i5 型号。充电 1
小时续航 240 公里，主要销往成都、重

庆、昆明等西南地区核心城市。 2016
年 7 月，四川江淮启动新能源汽车研

发项目，以获取新能源资质为主要目

标，同步开展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

线改造。2018 年 12 月，国家工信部审

查组通过现场参观、材料查验、过程交

流等方式，针对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

一致性保障能力两方面进行全面审

核，四川江淮以第一等级顺利通过现

场审核。2019 年 3 月四川江淮正式成

为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双资质生产

企业，目前已具备单班年产量 5000 台

新能源轻卡的生产能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13
日，安居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座谈会召开，区委书记管昭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弘扬伟大五四精神，激励全区广大

青年激情奋斗、顽强拼搏、奉献青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焕

发出绚丽光彩，为安居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再立新功、再创新业。

管昭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

区政协向全区广大青年致以亲切慰

问。他指出，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

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

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

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

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

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的六项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

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新形势下新时代

青年的行动纲领。

管昭指出，长期以来，全区各级共

青团组织和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区委号

召，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主动融

入和服务安居发展大局，不断深化和

拓展青年就业创业行动、青年文明号

等特色主题实践活动，在推动产业发

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等

重点工作中，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充

分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充分

彰显了当代青年蓬勃向上的良好精神

风貌。实践证明，在安居改革发展中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是热爱党、热

爱家乡、热爱人民的一代，是充满理

想、大有希望、值得信赖的一代，是无

愧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

管昭强调，当前的安居正处在跨

越发展的关键时期，迎着发展机遇，结

合安居实际，安居区提出了实施富民

强区“七大行动”和加快建设全省特色

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

省公园城市示范区。希望全区广大青

年要紧紧跟随区委的步伐，坚定不移

投入到安居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来。一是要志存高远，争做理想远大、

信念坚定的新时代新青年；二是要勤

奋学习，争做知识广博、本领过硬的新

时代新青年；三是要善作善成，争做砥

砺奋进、敢为人先的新时代新青年；四

是要修身立德，争做品格高尚、恪守正

道的新时代新青年。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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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首台新能源汽车发布仪式举行

邵革军项兴初出席并揭幕 袁超陈伐管昭吴军出席发布仪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5 月

14 日，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尼依格罗酒

店众商云集，智者荟萃，群贤毕至。

以“安心、安业、安逸、安居 生态公

园城，绿色智慧家”为主题的 2019 生

态城市运营开发研讨会暨安居区城市

土地价值推介活动在这里举行。碧桂

园、蓝光、金科等 100 余名知名房产企

业家、业界精英满怀对安居的深情厚

谊，相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兴

安之举。中新网、华西都市报等近 30
家媒体现场报道，共同见证安居区发

展良机。

推 介 会 上 ，受 区 委 书 记 管 昭 委

托，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军从区情概

况、交通区位、生态旅游、发展定位和

优势、产业动能和市场潜力、经济发

展情况、房地产发展态势、人文历史

等方面介绍了安居区土地招商的几

大优势。他说，安居是一幅大美的山

水画卷，城市宜业宜居；是一座通达

的财富桥梁，交通便捷高效；是一曲

奋进的发展壮歌，产业基础坚实；是

一方安逸的投资热土，要素保障充

分。新一届区委、区政府把厚待投资

者作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

式，全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门槛低于

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商环境新

高地，开通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书记、区长是重大项目一号服务员，

全面实行“项目秘书”代办服务等制

度，让所有的企业家在这方热土能够

安心乐业，能够安营扎寨，能够茁壮

成长。

吴军希望，各位企业家多到安居

区走一走、看一看， （紧转 03版）

安居区 2019 生态城市运营开发研讨会
暨城市土地价值推介在成都举行

宜业宜居宜游
彰显投资价值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

公 告
根据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任务总体部署，省委第四巡视组

从 4 月 10 日进驻遂宁市安居区，对安居区领导班子进行了集中

巡视。目前，巡视工作已告一段落。按照时间安排，截止 5 月 17
日 12︰00 时，对开设在凤凰大道东段 131 号凤凰街道梧桐社区

党务公开栏、遂安大道南段“两中心五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正门口、梧桐南路 3 号安居镇人民政府右侧围墙、安居大道中段

284 号凤凰街道办事处一楼左侧立柱、24 米街头陀寺广场便民信

息张贴栏等 5 个地方的“意见箱”全部撤收；对开设在遂安大道

南段“两中心五馆”区体育发展中心一楼的信访接待点予以取

消；巡视组值班电话（15828372687）、电子邮箱（scxs4z@sina.com）

和专门邮政信箱（遂宁市安居区 2 号信箱）停止使用。之后，干

部群众如有举报和反映问题的，可通过正常渠道与有关部门联

系。衷心感谢广大人民群众对巡视工作的参与和支持。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
2019年 5月 16日

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

要闻 简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5 月

13 日，“活力安居 与你相约”安居区

2019 年城市推广暨土地供应推介会

在遂宁城区东旭锦江国际大酒店举

行，70 余家企业代表与安居区畅谈城

市新机遇，共谋发展新未来。区委副

书记、区长吴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杨敏出席推介会，副区长冷强

军做安居区城市价值推介。

受区委书记管昭委托，吴军代表

区委、区政府和 81 万安居人民，向长

期以来关心、关注、支持安居发展的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用“四

个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生机盎然、

潜力无限的安居。他说，安居是一幅

大美的山水画卷，城市宜居宜业；是

一座通达的财富桥梁，区位优势突

出；是一曲奋进的发展壮歌，产业基

础坚实；是一方安逸的投资热土，服

务保障充分。新一届区委、区政府把

厚待投资者作为工作方式、生活方

式、行为方式，全力打造成渝经济区

“门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

商环境新高地，让所有的企业家在这

方热土能够安心乐业，能够安营扎

寨，能够茁壮成长。

吴军希望，各位企业家多到安居

走一走、看一看，多去了解、感悟、发

掘政务服务春风扑面的安居，有着情

感温度、发展速度、创业热度的安逸

安居。安居将为企业提供最高的礼

遇、提供最优的平台、提供最好的政

策，让每一个来到安居投资兴业的朋

友“发展好、赚钱多、没烦恼”。

据了解，安居区此次推介会共推

介 8 宗地理位置优越、配套完善、发展

前景广的地块，合计 624.79 亩，分别位

于西部新城、安居东城工业园和安居

老城区。

推介会后，安居区还与外地遂宁

商会代表、企业负责人及本地企业家

进行意向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安

居区发展势头迅猛，城市机遇凸显，

希望今后能与安居有更深层次的合

作。

安居区2019年城市推广
暨土地供应推介会在遂宁城区举行

江淮汽车生产车间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