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是富裕的帮穷困的，是强壮的帮
弱小的，是发达的帮欠发达的。

然而：
新疆，喀什，疏附县。
四川，凉山，盐源县。
这两个相距数千里的“贫困县”，通过

天虎云商，这家由中国电信重点打造的全
国综合性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在核桃产
业领域建立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合作。

这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县”，通
过天虎云商，让有着前端种植优势的盐源
县企业，与依托中国电信消费扶贫发展起
来的、有着后端销售优势的疏附县企业，实
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产业相连。

这两个资源变现弱的“贫困县”，通过
天虎云商，两个“穷兄弟”，既有了适合各自
发展的“路子”，又有了面对市场的“胆子”，
实现了从“输血式发展”，向“造血式发展”
转变。

这两个少有往来的国家级“贫困县”，
从相互陌生到携手合作，从单打独斗到聚
力共进，从各自脱贫到同行互惠，全部得益
于天虎云商，为两个跨省区“穷”县，架起了
千里“合作桥”，搭起了平台“供销桥”，修起
了互惠“立交桥”。

在中国电信的帮扶下，两个“贫困县”，
合力迈向了小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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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构筑跨省区合作“致富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李银昭杜静侯云春

“国家队”架起千里“合作桥”

蜿蜒的雅砻江，风光旖旎。
森林资源丰富的盐源县，就坐落在雅砻江

畔。
盐源，盛产核桃，被誉为“国家级核桃示范

基地”“省级优质核桃标准化示范区”“四川核桃
之乡”。截至目前，核桃种植面积达 120万亩，鲜
坚果年产 8800余万斤，带动全县种植户户均增
收 2000元以上。核桃成为盐源脱贫奔康的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核桃多了，如何卖核桃，却成为盐源
人的“拦路虎”。

可喜的是，天虎云商为盐源带来了“及时
雨”，让盐源核桃走出大山，走向都市，走向全
国。

时间追述到2019年5月，受天虎云商邀请，
位于新疆疏附县的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人
员一行，来到四川盐源县考察。随后，疆果果公
司与凉山州现代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就核桃产业
进行合作，首批订购500万元盐源核桃。

根据协议，疏附县的“疆果果公司”，还将对
盐源核桃产业提供种植、加工环节等全产业链
支持；

盐源县的“凉山现代农林”，按采购标准和
要求，负责去核桃青果皮、裂壳、烘干、分选、包
装等初加工环节，并优先聘用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或低收入人员，解决盐源当地贫困人口就业。

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县的千里合作，
源于中国电信精准扶贫专馆的一场热销。

2018年，天虎云商承建了以销售贫困地区
特色生态农副特产为主的中国电信精准扶贫专

馆，并积极对接引入中国电信四个对口扶贫县
（四川盐源县、木里县、新疆疏附县、广西田林
县）和两个定点支援县（西藏边坝县、青海久治
县）符合电商销售条件的农产品达 200余款。其
中新疆疏附县特色的干红枣、红枣夹核桃等特
色坚果产品大受欢迎，成为精准扶贫的标杆产
品，自 2018 年四季度上线以来，新疆干果类产
品销售额已达1500万元左右。

新疆干果类产品卖得这么好，在干果种植
方面极有优势的盐源县，能否借势发展，携手共
进？

“盐源的核桃，有规模、有品质，而新疆的干
果销售企业，在天虎云商平台的助销下，有名
气，有市场，对双方来讲，可以优势互补，可以实
现互利共赢。”天虎云商执行副总裁吴江说，这
一次跨区域合作，中国电信各层级力量通力配
合，通过集团工会和扶贫办的推动，通过天虎云
商利用大数据摸清贫困县实情，通过一线帮扶
干部因地制宜精准对接，使盐源的核桃，在线上
线下，来来往往，卖向全国。

“国家队”搭建平台“供销桥”

核桃，从种植到变成最终的消费品，中间
还有多个环节，尤其是加工环节极为重要。在
这个环节中，需要建一个初加工厂。那么，这个
加工厂怎么建？建哪里？谁来建？钱谁出？风险
谁担？

疏附县，“疆果果公司”的优势和精力，主要
集中在产业链后端的销售环节，对投资建厂搞
前端加工，意愿并不强烈；

盐源县，“凉山现代农林”的优势和精力，主
要集中在核桃的种植采摘、技术培训环节，对上

千万元的建厂资金感到力不从心。
而核桃的初加工，又是合作最基础的环节。

“盐源，偏远贫困，无区位优势，不愿错失任
何一个有利于发展的机遇。”中国电信帮扶干
部、盐源县副县长王超告诉记者，初加工环节，
是盐源农产品走出去的关键，也是包括“疆果果
公司”在内的客商引进来的关键，不仅一定要
建，而且还要建好。

为此，盐源，特地在县城边划出一块地，由
盐源县国资公司出资，建一个包括核桃在内的
农产品加工园，建成后，以优惠的价格转租给有
需要的企业。

正是按照这样的建设思路，盐源农产品加
工园迅速拔地而起。

在盐源县城一角，佛凉·盐源电商物流农业
产业园，农产品交易区、多功能服务区、现代化
检测分选包装生产线、气调库、保鲜库等在内的
功能区鳞次栉比，多个厂房内的设备正在安装，
预计今年10月将投入试运行。

这个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产业园，是盐
源县着力打通核桃电商销售流程，破解产业发
展短板的重要一环——通过建设现代化生产
线，实现盐源核桃及其他农产品在本地的初加
工，向订单客户提供品质稳定的产品。

“经过初加工的核桃，附加值提高了 20%
左右。”凉山州现代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陈明松说，在他看来，政府兜底，解决了加
工环节最大的投入难题，企业只需要投入比
建厂少很多的租金，就能顺利运转，把前期风
险降到了最低。

农产区加工园的建立，架起了供销之间
的合作平台，得到了种植基地、产业协会，电
商企业等的认可，各方合作的信心得到了极
大的鼓舞。

“国家队”修筑互惠“立交桥”

扶贫是一项持续工程。
盐源核桃，首次与新疆实现跨省区合作后，

至今年 7月，又与广东、安徽、江苏等地企业携
手，实现跨省互惠合作，其中，仅安徽詹氏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和临安新宝炒货食品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就与盐源签订了共计 1200万元的核桃
订单。

此外，盐源核桃，还将得到农业农村部“110
网络扶贫”、中粮海优等“国字号”平台的大力推
广和助销。

“依托各方力量，构建多平台、多层次电商
帮扶体系，建立长效的‘造血式’扶贫。”王超说，
这个帮扶体系，初步由三方集群构成：

第一集群，是以詹氏食品、疆果果、临安新
宝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电商企业，将以订单方
式直接带动消纳盐源核桃。

第二集群，以“110网络扶贫”、中粮海优等
为代表的涉农平台，将依托其强有力的平台资
源，助力盐源核桃品牌打造和宣传推广。

第三集群，是中国电信的消费扶贫、以购代
捐活动。这是前两个集群未成气候之时，对盐源
核桃进行“兜底”销售，缓解种植户的压力和风
险。2019年，“兜底”资金预计达500万元。

古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盐源核桃，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中国电信的大力帮扶下，身居凉山不

“凉”的盐源核桃，随着信息的传播，随着美誉度
的提升，随着帮扶体系的不断完善，随着跨区域
合作的扩大，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图片由中共盐源县委宣传部提供）

大凉山盐源核桃（曹正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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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革新与发展，今日达州，无疑是川东北
地区最强劲的产业新力量之一。

曾经，为了改变达州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
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
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

密集型产业少的“四多四少”现象，达州市委、市
政府实施“制造强市”战略，突出打造能源化工、
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农
产品加工和现代建筑业、文化旅游业、现代物流
业“6+3”重点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达州特色
的现代产业体系。

如今，达州正在加快实现“两个定位”，争创
全省经济副中心的战略部署，重点围绕天然气、
锂钾两个“万亿级”资源做好开发文章，以“6+3”
重点产业集群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 4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4个 500亿级产业集群、1个 100亿
级产业集群。

产业基石牢固，市场潜力无限。
随着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正逐步从单一向
多元转变，达州正在成为世界 500强、中国 500
强企业逐鹿争夺、长足发展的投资宝地。

千亿级产业集群交相辉映

作为全国三大气田之一和“川气东送”的起
点，达州天然气远景储量达3.86万亿立方米，占
全国的10%，已探明储量7000亿立方米，是亚洲
最大的硫磺生产基地。锂钾资源丰富，在已经探
测的 1100平方公里区域内，锂钾及衍生产品经

济价值超过3万亿元。
珍惜天然禀赋，达州将重点围绕拓展天然

气的民用、车用、电用、工业用等“四用”领域，发
展天然气精细化工、锂钾化工、硫磷化工、煤焦
化工“四大化工”，加快建设国家级天然气综合
利用开发示范区。

聚焦新材料产业，当前，依托丰富的天然气
资源，达州在宣汉普光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微玻
纤新材料产业园，与南京玻纤院实行“院地合
作、增量分成”，现已汇聚了正原微玻纤、苏州维
艾普等一批优质企业。

依托天然气和页岩石资源，达州与四川航
天拓鑫公司合作，正积极打造占地 2000亩的玄
武岩纤维生产基地，引进了以四川炬原公司为
代表的玄武岩纤维原丝生产企业，建成了全国
唯一的省级玄武岩纤维及制品检测中心。

未来，达州将围绕扩大“双纤”生产规模，大
力引进、培育后制品加工企业；加快发展钒钛钢
铁先进材料、节能环保新材料，鼓励发展电子新
材料、汽车新材料。

独特农业资源禀赋在千亿级产业集群中奋
勇争先。

“巴山雀舌”“灯影牛肉”“旧院黑鸡”，达州
的特色农产品享誉中外。目前，达州是全国三大
富硒地之一。2018年，达州粮食产量全省第一，

存栏肉牛量居全省第一，通川区食品加工集中
区已入选省级经济开发区，建成面积 3平方公
里，入园企业40余家。

“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促融合”，达州不
断探索食品精深加工、竹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推动达州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型发展。
将围绕大力发展富硒茶、醪糟、黄花、油橄榄、乌
梅等农工一体、农旅结合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和
流通的项目。

竞相发展，达州现代建筑业也正在悄然崛
起。

坚定建筑业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结合辐射
周边 3500万人口的强大消费市场，达州规划了
占地 1350 亩的新型建筑产业园。目前，正引进
行业龙头企业投资建设集研发设计、部品生产、
质量检测、物流配送、工程施工和运营维护等于
一体的装配式建筑项目。

在“第三届小西博”期间，达州对外提出助
力建筑业投资发展利好政策：达州各县（市、区）
每年将安排不低于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规模的
20%，面积不低于 5万平方米；市本级每年安排
不低于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规模的 30%，面积
不低于 10万平方米，支持装配式建筑产品市场
拓展。把握机遇，抢占达州建筑业市场，风口正
劲。 （下转2版）

泸石高速开工
总投资160.73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记者 杨琦）9月19日上
午，甘孜州在泸定县举行2019年第三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暨泸石高速公路开工动员仪式。总投
资160.73亿元的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破土动工。

泸石高速公路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4-2030年）》中8条南北纵“马尔康至石棉高速
公路”的组成部分，是G4218雅叶高速和G5京昆高
速在我省的重要联络线。泸石高速北起雅康高速
公路伞岗坪枢纽互通，途经海螺沟风景名胜区、田
湾河风景名胜区、安顺红色旅游景区，止于雅西高
速公路大杉树枢纽互通。泸石高速全长约97公里，
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双向 4车道，路基宽 25.5
米，设互通式立交7处，服务区2处，桥隧比约79%。

泸石高速公路是继雅康高速之后，甘孜州第
二条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无缝衔接雅西、雅康
两条川西交通大动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川西地
区高速公路网络，对于促进甘孜藏区经济社会发
展，助推脱贫攻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天，甘孜州同步开工项目 60 个，总投资
236.28亿元。项目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
不论是单体规模，还是结构功能，都体现了“绿色
发展促转型、提档升级补短板”的发展要求。

内江与阿里巴巴
签订数字经济建设战略合作备忘录

四川经济日报讯（马小飞 记者 毛春燕 李弘）
在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商品展暨国际投资大会召
开之际，9月19日，内江市在成都市举行电子信息
产业投资推介会。内江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会见
了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陶雪飞一行，内江市人民
政府还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经
济建设战略合作备忘录。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陶雪飞表示，集团将内
江市作为在四川省的重要合作伙伴，将充分发挥
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全
方位积极参与内江市数字经济建设，共同推动内
江市成为四川省数字经济建设的高地和样板。

内江市经信局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双方将在
数字产业、数字城市、数字政府等方面展开合作。
在内江设立“川南电商人才孵化基地”，助力内江
市打造川南新经济人才聚集地；引导和推动内江
市传统制造企业开展大数据云计算应用，推动智
能制造升级；参与内江市智慧城市建设等。

达州：聚焦“6+3”产业 川东北产业新力量绽放“小西博”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李洋王晓英

南国印染

（图片由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编者按

9月20日，蓉城迎来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
展暨国际投资大会（简称“第三届小西博”）。55
个国家（地区）、1500多家企业纷至沓来寻找商
机。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四川展开
博大胸怀，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开放
发展、推动市（州）扩大开放深化合作、突出服务

“5+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扩大市场化需求，
为世界带来更加精彩的展示。

共襄盛举，怀玉而来。享有“巴人故里、中国
气都”美誉的达州市，在全省“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的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中，带着得天独厚的
资源、区位优势，亲商、爱商的投资环境，实力雄
厚、潜力无限的“6+3”重点产业成果，在“第三届
小西博”上，展露城市发展无限魅力，绽放川东北
明珠神采，与八方商贾分享机遇、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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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小西博”
8万平方米展区准备就绪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 实习生 李陈馨
月）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9月20
日开幕，本届活动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
开幕式和展览展示地点位于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
际展览展示中心，在资阳市设立分会场。

据悉，西博会进出口展展览总面积8万平方米，
设产业合作、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三大板块和6个专
业展。记者看到，此次服务贸易展区—全域开放合作
馆分别在4、6号馆，两个馆展览面积约2.84万平方
米，由省内16个市、州构成。重点展示了现代物流、
轨道交通、文化旅游、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板块。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馆和第二届华夏时尚展在
5号馆，展览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为发达经济体的
政府和商业团展区，参展企业300家。11号馆特别设
立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有企业成果展，展览面积
9000平方米，共有11个国有企业展团参展。10号馆
主要展示文化和旅游产业，展馆面积为1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