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在 8 月 27 日召开的全市
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上，“特色发
展”成为了热词。

“一个县要做全能选手，很
难！但找准特色和赛道，夺取
单项冠军却大有可为。”与会代
表们纷纷表示，客观规律和实
践经验证明，县域经济说到底
还是比特色。当前，推动我市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走
出“全能经济”误区，选准自身
最擅长的赛道，咬定青山，合纵
连横，做大做强“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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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产业脊梁 打好基础底色

壮大县域经济要做好“特色”文章

产业立县形成集群特色发展

在射洪锂电产业园的项目现场，来来往

往的货车忙着运送砂石，曾经荒芜的山丘如

今已经“长出”了几间现代化的厂房。

规划面积 1800 亩，全力打造锂电新材料

产业集群，让“中国锂都”成为射洪最响亮的

名片，俨然成为了射洪目前的头等大事。

“射洪县将按照省委、市委对射洪发展

的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打造打造中国锂电之

都射洪核心区。力争到 2022 年，射洪锂电产

业投资达到 375 亿元，锂电产业新增产值 970
亿元，让射洪锂电产业在全国占一席之地，

为锂电之都的建设贡献力量。”射洪县委书

记蒋喻新表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射洪县将做大做强新材料、电子信息和绿色

食品三大特色产业，建成全省工业强县和全

省县域经济“排头兵”。2022 年地区生产总

值力争达到 600 亿元。

发展县域经济，要立足于自身特点、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搞出特色。

蓬溪县将目光锁定在了建设全省新型工

业化产业基地和乡村振兴示范县上。

“抓县域经济发展，要使特色成为县域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蓬溪县委书记张智

勇表示，发展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需要形成

集群化发展。蓬溪将把智能家居、绿色食品

饮料、先进材料、电线线缆四大产业作为主

攻方向，按照集约化、市场化办园思路，不断

做强工业园区，做大县域经济产业支撑。

在大英县，围绕支柱企业和支柱产业来

打造和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则成为营造县域

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大英一直力求

在‘单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全能比

赛’中有明显进步。工业方面，大英主攻能

源盐化工、化学新材料和汽车零配件；文旅

方面，大英始终坚持走‘文旅融合、创意旅

游’现代文旅特色发展之路。”大英县委书记

胡道军说。

“船山区将充分发挥主城区优势，抢抓

成渝一体化发展机遇、抢抓国家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机遇，抢抓国家建设西部度假区

机遇，会同市直四大园区一起发展，全力建

成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区）。”船山区委

书记曹斌介绍说，船山将重点建设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全省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全

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对于安居区来说，抓县域经济，重在做

大做强 3+2 主导产业，壮大五大产业集群。

安居区委书记管昭表示，“将以汽车装备制

造、清洁能源和锂电新材料为特色产业，建

成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和清洁能源示范基

地。力争 2022 年，GDP 达到 260 亿元。”为

此，安居区将全力以赴壮大汽车装备制造业

集群、壮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壮大锂电产

业集群、壮大航空配套产业集群、壮大食品

产业集群。

政策强基强化产业支撑

船山区永河现代农业产业园、安居区三

家大米现代农业园区、射洪县峻原现代农业

园、蓬溪县绿然现代农业产业园、大英现代

农业园……近年来，一个个现代农业园拔地

而起，成为遂宁县域经济发展的缩影。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建军表

示，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为进一

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路径。农业农村部门将切实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三农”压舱石作

用，扎实做好县域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大文章。在他看来，要强化农业产业支

撑，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抓好农业园区

建设、推进乡村振兴试点的同时，还要通

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来破解县域经济“人、

地、钱”瓶颈问题，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

动力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

础支撑。

近年来，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的历史性突破，呈现出蓬勃发

展态势，成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新引擎。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唐紫薇认

为，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就是要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

强市，重点做好天府旅游名县创建指导和服

务保障，着力构建“一核三区一环”文旅发展

新格局，推动各地文旅 差 异 化 、特 色 化 发

展，为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文旅

支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将加快编制《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遂宁市 173 公

里乡村旅游环线总体规划》，进一步优化全

市文旅产业布局，着力推动船山区、安居

区、市直园区整合打造观音文化旅游极核

区，大英县打造时尚浪漫度假区，射洪县打

造探秘寻宗旅游区，蓬溪县打造以书法研

修为核心的养生文化旅游区。通过实施旅

游 品 牌 创 建 奖 励 政 策 ，实 施“ 文 化 + ”“ 旅

游+”行动，加快文旅项目建设，促进文化旅

游全域发展。

“十三五”以来，全市服务业投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均在 60%以上。2018
年，服务业完成投资 767.7 亿元，增长 16.1%，

占投资总额的 70.5%。服务业如此迅猛的发

展势头，在市商务局党组书记白争春看来，

离不开规划的引领。“抓县域服务业，必须抓

规划引领。”白争春表示，正是有了市、县两

级先后制定的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和现代

物流、商贸转型、文化旅游、电商会展等若干

专项规划，才能推动服务业重点领域快速发

展。

“作为服务业和消费出口的牵头部门，

市商务局不仅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县域经

济发展大会的会议精神，还要在已经建成的

3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2 个服务业强县、1
个省级商贸流通转型升级示范县、4 个省级

电商示范县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品质服务

业的发展，结合全市业态和空间规划，抓好

县域特色服务业。”白争春说。

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 ,公路交

通运输成为经济生产建设中的重要支柱。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唐统说，基础

设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障。目前，

我市交运系统在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着力强化城乡路网建设。我市

正通过加强县域间骨干路网互联互通，推进

省道 209 安居至大英段、省道 101 大英至射

洪段、省道 207 蓬溪至安居段等跨县域公路

建设，加快形成“4 环 4 射”路网。推进县域

交通连片成网，实施渡改桥，开展破损路面

整治、公路生命安防、窄路加宽等专项工程，

全面消除“断头路”，全域建设“四好农村

路”。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蔡志凌 周厚均）

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现场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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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 01 版）更加主动服务基层，把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落实到工作谋划、政策制定、执行落

实的全过程。要持续用力抓好主题教育突出

问题整改落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变化。要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落

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完善容错纠错、

澄清保护机制，激励机关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

彭清华强调，省直机关党的建设是一项

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把握运用特点

规律，强化督促指导，建强党务干部队伍，加

快形成职责清晰、任务明确、环环相扣的责任

链条和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会上，省委政研室、省发展改革委、省扶

贫开发局、省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作交流发言，省委编办、经济和信息化

厅、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省

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作书面交流。

省委常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曲木史哈

主持会议。省领导王雁飞、王宁、甘霖、王正

谱、黄新初、祝春秀，省委党建领导小组成员，

省直各部门（单位）和中央有关驻川单位党组

（党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上接01版）高质量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

的根本要求。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

项牵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聚焦

重点，精准发力。要加快形成产业支撑，把培

育壮大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

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做优园区平台、壮大民营

经济，切实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要做大做强建筑产业，紧紧抢抓全市建

筑产业发展的“黄金期”，把握机遇、补齐短

板，推动建筑产业健康较快发展。要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吃透中省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对

接 汇 报 、加 大 争 取 力 度 ，投 入 更 多“ 真 金 白

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

活“强筋健骨”。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坚持“全县统筹、全县一域”，促进城

乡要素、资源、产业等深度融合，着力实现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共进，加快形成城

乡一体发展的县域经济格局。 要持续深化改

革开放，大力攻坚科技创新，不断激发县域经

济发展动力活力。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把

发 展 县 域 经 济 和 保 障 改 善 民 生 有 机 统 一 起

来，加快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任务繁重、挑战艰巨，离不开一个优秀的

领导班子和一支出色的干部队伍，必须加强

县（区）党委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强化

基层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充分激发

干事创业动力活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和长远大

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

添工作举措，加强协作配合，必须在政策支持、

考核激励和协调指导上持续发力，着力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区域协同办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完善政策体

系，加强政策实施评估，督促政策落实到位。“一

核三片”片区联席会议要把县域经济发展和考

核纳入重要议事内容，及时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市直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

强化对口指导和服务。各县（区）、园区要发挥

主体作用，推动上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力争在

全省综合排位中不断提升位次，为建设成渝发

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作出更大贡献。

（紧接 01 版）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确保脱贫攻

坚民主监督取得实效。要切实做

好巡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制度执行到位，

要提升服务锤炼务实作风、严守

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维护团结激

发工作活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

心齐劲足、团结和谐、奋进向上的

良好氛围。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

席蒋志明，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

周通、欧斯云、谢炯、周华，市政协

秘书长刘锋华参加会议。

（紧接 01 版）民营经济等系列政策落地落实。二

是考核激励务必到位，对获得省上奖励、挤入全

省同类县域第一方阵、在同类县域位次有所提升

的，市本级将在资金、土地和生产力布局等方面

予以奖励。三是协调指导务必到位，要加强统筹

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

实施评估，督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邓正权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及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精神

上来，结合自身实际、着眼功能定位，不断明晰县

域经济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路径。要注重统筹协

调，推动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当前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

工作有机结合，全力抓好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等

重点工作，加快形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合

力。要强化底线思维，做实做细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我市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会上，冯发贵宣读了有关表彰决定。邵革军、

邓正权、刘云、刘德福、冯发贵等向受表彰的先

进、有功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射洪县、大英县

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射

洪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了交流发言。会议

还就贯彻大会精神对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和建筑

业发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区）、市直园区主要负责

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市属及以上有关企事

业单位、省级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

分行业领域重点企业代表负责人参加会议。

奋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

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夯实绿色经济强市底部基础

践行“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 全面提高省直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市政协七届
36次主席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