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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招商引擎
激发项目发展新活力

“对待投资者要如客人、亲人、家
人，做到宾至如归！”达州市政府副市
长、区委书记杜海洋如是说。近年来，
通川上下齐心、纵向联动、横向协作，坚
持项目为王，把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
作的“头版头条”，走出去、请进来、动起
来，大项目大产业接二连三，大工地大
建设激战正酣，通川发展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

小分队的集中招商，是实战大练
兵，也是洽谈、推进和解决招商项目问
题的现场办公。

“来到通川，才知道什么是百闻不
如一见。看到的通川比想到的更好！”
达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朱孟成感叹道。帝泰克主要经营石
油、天然气输送管道漏磁检测设备的研
发、检测服务、检测数据分析以及根据
检测结果提出管道完整性管理评估建
议，从2018年5月报批手续、选址到9
月正式落地建设只经历了短短4个月
时间。

据悉，通川区创新投资促进“一把
手”工程，成立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
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出征，多
次赴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深圳、成
都、厦门、杭州、重庆等30余个省市进
行招商考察，足迹遍及全国各大省市，
全力招引一批又一批大企业、大项目，

党政主要领导坚持挂帅出征高位推动，
实施挂图作战专业招商，通过项目拉练
层层传导压力。并充分利用“西博会”、

“西洽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中
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川商大
会”等重要平台，吸引企业家和客商关
注通川、投资通川。

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近年
来，该区招商引资连年突破，累计引进
重大项目161个，投资总额超过1500
亿元、保持了年均增长35%的强劲态
势；其中5亿元以上的项目43个，实现
到位资金670亿元，到位资金总量位居

达州前列。

绘就宏伟蓝图
跑出“双核双带六区”加速度

握指成拳，凝聚合力，通川区大力
实施“双核双带六区”发展战略，在"项
目一盘棋"大格局下，全区上下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破解土地制约、
用工制约、融资制约，项目整体协调推
进，为一大批优质项目“落地有声”奠定
了良好基础。

踏石有印，抓铁留痕。投资55亿
元的双河口水库（双鱼湖）建设正如火
如荼、投资40亿元的保利·泰诚十里
水街建设热火朝天、投资10亿元的青
宁云门天寨项目建设日新月异、投资
30亿元的好一新农产品批发市场已正
式开业，投资40亿元的秦巴电商谷已
投入运营……在通川大地繁忙景象随
处可见：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人声鼎沸。一个个重点项目犹如一张
张闪亮的城市名片，彰显着通川区的
独特魅力。

“双核双带六区”发展战略实施
以来的五年，该区主动跳出“三街两
镇一委”找空间，坚持城市形态、产业
业态“两态合一”，加快推进魏蒲产业
新城核心区产城融合发展。环凤走

廊产城融合发展带规划建设“复兴都
市商旅拓展区、双龙公铁物流集散
区、东岳新型工业集聚区、罗江生态
宜居示范区、北外品质生活引领区和
磐石乡村振兴先导区”六大功能版
块，谋划实施环凤产业大道、凤凰大
道西延线等一批主干道路，串点成
线、辐射成面，拉伸城市框架50平方
公里，城市规模快速拓展，城市功能
日趋完善。巴达高速农旅融合发展
带，串联北部10个乡镇，以生态农业、
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业态为重点，
叫响了金石五彩梯田、磐石月湖 4A
级景区等一批旅游品牌，挖掘喊响了
梓桐红色文化、北山诗歌文化等一批
地域特色文化品牌，引进了青宁·云
门天寨、金石云顶野生动物园等一批
优质农文旅融合项目，赋予了北部乡
镇生态发展内涵，全域通川每一寸土
地都在不断提升功能和价值。

大交通、大商贸、大物流、大开放
……随着城市的成长、功能的完善，通
川区聚人缘、聚财源的“洼地效应”日益
凸显。

依托区位优势
突破经济社会发展新高度

随着成南达万高铁、西渝高铁过境

并交汇，达州将全面融入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路网，达州在四川的发展地位
将更加重要，通川作为达州之心在四川
的战略位置亦将更加突出。

近年来，通川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
高歌猛进、持续向好的强劲势头。该区
围绕“率先突破、领跑达州”宏伟目标，
狠抓发展“第一要务”，稳增长、调结构，
抓项目、强推进，地区生产总值净增超
百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6.8%，实现“四年翻番”，增幅“全市三
连冠”；财税收入大幅增长，可用财力

“四年翻番”，财政收入的税收占比位居
全市第二，实现了由“吃饭财政”向“民
生财政”、“发展财政”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
生稳定的主要指标，省统计局对外发布
的2018年通川区地区生产总值是239
亿元，增长率为8.5%，高于全市8.3%全
省8.0%的平均水平。经过近年来的快
马加鞭、奋力追赶，通川已然成为了一
个蓄势待发、充满希望高质量发展的经
济大区。

风雨兼程，薪火相传。通川，期盼
在升温，行动在加快，变革在继续，这片
热土，注定将被瞩望！

陈材 郑涛 黄一智
图片由通川区委宣传部提供

浩渺行无极 扬帆但信风
——达州市通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之路

达州市通川区，
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开放之城！

近年来，伴随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的
铿锵鼓点，通川在经
济社会发展、加快争
先跨越的历史潮流中
砥砺奋进，奏响了经
济发展最强音符。

久久为功，抓成
了一批实实在在的重
大项目；

精雕细琢，托起
了一座蒸蒸日上的特
色城市；

转型发展，谱写
了一曲经济社会的奋
进之歌。

平坦笔直的柏油
大道、满园春色的产
业集群、绿树掩映的
休闲广场……一幅幅
和谐、向上、文明的新
画卷描绘的是宜居、
宜业的美丽新通川。

建设中的青宁云门天寨农旅项目好一新农副批发市场

“锦绣通川”通川区主城区一角

打造品牌形成洼地
园区效应日益凸显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接到20多
台订单，车间已有5台载货电梯和10
台乘客电梯排产。很快，第一批‘大竹
造’电梯就可以下线。”2月20日是位
于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的
西南富士电梯公司竣工投产的好日
子，站在崭新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前，公
司董事长谭开军信心满怀。

三年前，这个投资上亿元的现代
化专业电梯企业，其前身只是大竹县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纺织厂——开源
麻业公司，2003年注册成立，注册资
本仅为300万元。2016年，在当地政
府的牵线搭桥下，广东富士电梯公司
与开源麻业公司合资成立西南富士电
梯公司，投资总额达1亿元。从轻纺
鞋服产业迈向机械电子产业，开源麻
业公司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正是大竹
县立足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发
展定位，抢抓川渝合作机遇，建设西南
机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的一个缩
影。

今年以来，大竹县以川渝合作（达
州·大竹）示范园区项目纳入四川省前
100名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为契机，
持续大马力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和工业
项目落地建设。园区由市县两级共建
共享，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力、企业
主体”原则，以“管委会+运营公司”模
式运行，以电子信息、智能终端为主导
产业。园区计划总投资约80亿元，引

进电子信息、智能终端等企业30户以
上，再建一个千亿量级产业园区，打造
成为川渝合作的标杆园区、开放前哨
和产业高地。

目前，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
园区已累计完成投资约26亿元；正式
签订项目协议32个，总投资额超160
亿元。园区内企业自建厂房20万平
方米，即将交付使用；一期10万平方
米标准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加
紧实施附属配套施工。深圳核动能、

米耀科技、力奥科技等8个项目正在
装修厂房，卡立通、常瑞科技等8个项
目已投入生产。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大竹
县把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
建设作为招商引资的载体，通过不断
对园区提档升级，加快水电路改造，使
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承载功能不
断提升，引进项目不断增多。今年一
季度，园区实现营业收入66.81亿元，
其中，67户规上工业企业预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45.79亿元，增长13.5%，工
业增加值10.61亿元，增长15.71%，实
现利润总额3.81亿元、税金1.3亿元。

强化服务优化环境
广引客商投资兴业

2017年8月，已跑遍江西、贵州、江
苏等地的深圳市卡立通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蔡建波第一次入川考察。在大竹
两个小时的行程，让企业落地大竹成为
他在其公司董事会上力挺的方案。

大竹县位于四川省东部、达州市
南部，境内达渝高速、318国道、210国
道、南大梁高速公路呈“井”字型纵横
贯穿；半小时达州、1小时重庆、1小时
万州港、3小时成都，交通十分便利、区
位优势明显。作为达州融入重庆发展
的桥头堡，大竹在空间位置上有着重
庆所辖区县的便利，又享受着四川的
优惠政策。“尽管物流和时间成本有所
增加，但这里劳动力价格比深圳低一
半以上。”在蔡建波的眼里，大竹头枕
重庆、背靠四川，区位、政策和劳动力

资源优势都特别明显。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 88天时

间，我们有幸成为川渝合作（达州·大
竹）示范园区首家入驻企业，见证了惊
人的‘大竹速度’。”2018年4月17日，
在成都举行的2018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的达州推介活动上，深圳卡立通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四川中科智联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建波以题为《大
竹，我们来了!》的现场发言，为大竹县
的投资环境点赞、代言。

“大竹速度”来源于“大竹服务”。
据了解，大竹县先后制定出台《促进民
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
OPPO公司建立配套产业基地十五条
措施》等一系列亲商扶商政策，重点从
财政资金、土地供应、企业融资、市场
拓展等方面给予企业最大支持；同步
建立县级领导“周五现场办公”机制，
直面服务企业和园区发展；并对外来
投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站
式”贴心服务、“并联式”审批，全面推
行“项目代办制”和“项目限时办结
制”，为入驻企业提供热情高效的优质
服务，高效推进园区发展。

从2017年6月达州市与重庆市渝
北区签署《达州——渝北区战略合作
协议》以来，达州市以川渝合作（达州·
大竹）示范园区为抓手，大力打造重庆

“1小时配套经济圈”。近三年来，中科
智联公司落户大竹，第一台“达州造”
手机正式下线，维奇光电公司成为全
球第二家开发出带扩散型增亮复合膜
的企业，越洋电子公司跻身“数据连接
线”细分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361°
四川瑾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竣工投
产，6条生产线年产运动鞋450万双左
右，年产值约9亿元……2018年，大竹
县经济总量位居四川省第37位、达州
市第1位。

未来几年，大竹县将紧紧围绕建
成“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和

“西南机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目
标，推深做实川渝合作文章，深度融入
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抢先驶入区域
协同发展快车道，奋力开启繁荣时尚
美丽和谐大竹建设新征程。

刘达建
图片由大竹县委宣传部提供

大竹 招大引强集聚发展 川渝合作渐入佳境

四月的川东绿竹之乡——

大竹县，生机勃发、捷报频传：

4月11日，达州大竹电子信

息产业招商推介暨签约仪式在

粤举行，大竹与 5 家在粤企业签

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投资额51

亿元。

4 月 16 日，达州市“6+3”产

业投资说明会暨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在蓉举行，大竹签约项目14

个，投资额146亿元。

4月18日，华为公司首个试

点智慧城市项目落户大竹，投资

额 8 亿元，建立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

这是四川省达州市为深度加

大川渝合作、积极承接重庆产业

转移，以OPPO布局重庆、川渝合

作为切入点，于2017年在大竹设

立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

区后，大竹县抢抓机遇，积极扩投

资抓项目，全面建设川东渝北区

域次级中心城市和西南机械电子

信息产业配套基地，推动县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一个

个崭新成绩。

示范园区一角标准化厂房林立

鸟瞰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