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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最大综合肉食品屠宰加工
企业通内斯落户眉山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记者 常坚）9月20
日，“小西博会”开幕式上，中德欧盟标准生猪屠
宰和肉食品加工产业一体化项目正式签约落户
眉山，标志着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和肉食
品加工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该项目由德国通内斯集团和四川德康集团
合作建设，总投资120亿元，将采用全球领先的
生产技术，建设代表欧盟标准的生猪屠宰、分
割、加工、包装和冷链物流配送网络，可年屠宰
加工生猪 600万头。其中一期项目 300万头，投
资 60 亿元。据通内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德烈
斯·鲁夫透露，即将在眉山投资的这个项目是该
集团在欧洲之外投建的第一个工厂。

据悉，通内斯集团是全球领先、德国最大的
综合肉食品屠宰加工企业，具备世界一流控制
体系，拥有领先的肉食品屠宰加工技术，在欧洲
拥有四个现代化的高品质肉类产品生产基地，
品牌猪肉产品遍布全球重要市场。

广元100万头
生猪产业一体化项目开建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记者 侯东）9月20
日，四川省生猪规模养殖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广
元市分会场仪式在广元市昭化区白果乡举行。
此次生猪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广元市拟在昭
化、青川、朝天三个县区投资建设100万头生猪
产业一体化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

据了解，项目共分两期建设。一期计划在昭
化区白果乡、卫子镇、张家乡等乡镇投资 7.8亿
元，拟建成年出栏 50万头优质生猪生产基地，
并采用最新现代化设计工艺，集数字化和人工
智能养殖手段于一体，进一步提升养猪现代化
水平，采用最新环保现代化工艺，实现种养循环
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通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

“最后1公里”。
据广元市副市长杨浩介绍，除了新开工生

猪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外，当地还将通过巩固、加
快推进以及新引进仔猪繁育体系建设项目三个
方面保障生猪产业的发展。“力争全年出栏生猪
360万头。”

13个生猪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我省生猪保障吹响“集结号”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 黄晓庆）9
月20日，四川省生猪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在眉
山仁寿集中开工，成都、广元、乐山等 8个市设
12个分会场。

开工的项目以眉山市仁寿县德康慈航祖代
种猪场项目领衔，共有 13个项目，总投资额 25
亿元，预计建成后将新增生猪产能 200万头以
上。接下来几个月到明年，我省现代化生猪规模
养殖场将迎来集中建设期。

省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杨秀彬表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恢
复和发展生猪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以来，
我省陆续出台《全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
应九条措施》等政策举措，从用地、资金、人才等
方面全力支持生猪养殖业，有效提振了龙头企
业等生产经营主体的养殖信心。

此次集中开工，将有效填补中小规模养殖
场和大量散养户退出的产能空缺，保障我省生
猪生产及猪肉供给的总体稳定，同时也为保障
全国猪肉供应做出四川贡献。

记者注意到，本次开工的13个项目中，有4
个项目均由四川德康集团投资建设。德康集团
生猪事业部总裁姚海龙介绍，德康集团通过“公
司+家庭农场”的模式，在眉山市带动1600个家
庭农场，每个家庭农场年出栏生猪 2500-5000
头、年收益 50-150万元，年提供代养费 4-6亿
元，实现畜牧产值年50亿元、饲料产值20亿元、
食品加工产值60-70亿元，带动上万人就业。

其中，由四川德康集团投资建设的仁寿县德
康慈航祖代种猪场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1.6亿
元，建成后将常年存栏5000头种猪，年产仔猪12
万头，预计2019年底完工。项目按欧盟标准建设，
计划流转1500亩土地推进种养循环、清洁生产。

自贡生猪规模养殖场集中开工
3个项目总投资5.3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张慧萍 记者 陈家
明）9月20日上午10时，四川省生猪规模养殖场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自贡市分会场活动在四川德
康公司荣县乐德2号种猪场施工现场举行。

据悉，本次自贡市有 3个项目计划投资 5.3
亿元，新增种猪 8400 头，新增生猪产能 24.5万
头。德康公司荣县乐德镇2号种猪场项目是其中
的代表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占地约200
亩，建成后存栏种猪7200头，年提供仔猪约22万
头。种猪场采用全自动化六层楼房式结构，全封
闭、全漏缝，利用风机和水帘进行舍内温控，这种
养殖方式在该市乃至全省都尚属首次。同时，该
市将采取种养循环模式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带
动周边2400亩土地发展花卉、果蔬种植，达到种
养平衡，猪场各项参数和性能总体处于国内先进
水平。项目预计明年6月将建成投产。

据了解，从今年起，自贡拟用3年时间在全
市新发展年出栏 10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单元
676个，年新增生猪产能67万头以上。并以此为
依托，同步推进年产 30万吨饲料加工厂、年屠
宰加工100万头生猪食品精深加工厂等项目建
设，构建起集饲料生产、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
的生猪全产业链。目前，已新发展养殖单元 160
个，预计到年底将增加到260个，全年新增生猪
产能 26万头。同时，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和
园区建设，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布局生猪养殖，推
动种养循环、绿色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洋 王晓英）9
月21日，作为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展暨国际投
资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达州市“6+3”产业投
资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蓉隆重举行。

本次签约仪式以“全域开放新机遇·合作
共赢新未来”为主题，达州提出“大开放、大招
商、大落实”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为达州加快实
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做出更大

贡献。
签约仪式上，达州累计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95个，投资总额652亿元。
记者注意到，从产业结构分析，本次签约

项目中，二产业项目多达 72 个，投资总额
370.95 亿元，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高；可以看
出工业投资依然是达州招商引资中的重要组
成。

从投资规模看，5 亿元以下项目 59 个，投
资总额 165.55 亿元，占签约总额的 25.4%；
5—10 亿元项目 15 个，投资总额 92.4 亿元，占
签约总额的 14.2%；10 亿元及以上项目 19 个，
投资总额 391 亿元，占签约金额的 59.9%。这
体现出达州“大招商”，招大引强的魄力和实
力。

“6+3”产业是本次招商引资的“主力军”，

达州累计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77 个，投资总额
528.35亿元，占签约总额的 81%。其中，农产品
加工产业项目30个，投资额145.8亿元；文化旅
游产业项目 8个，投资额 135.8亿元，投资项目
数和金额居前列。

此外，从投资来源地看，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经济区、长三角地区也成为投资企业主要来
源地。

“成渝城市群中的新内江”
亮相“小西博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毛春燕 李弘）
9月20日，借助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展暨国际
投资大会平台，内江市在成都开展展览展示
和投促活动，活动以“成渝城市群中的新内江”
为主题。

内江综合馆展览面积1295平方米，规划
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大数据、绿
色农业与文旅产品、越南农产品内江分拨中
心7大展区。展馆采用舒朗开放，灵秀博雅的
设计风格，全面展示内江作为大千故里、成渝
之心开放与自信的姿态。

展馆还首次设置了越南农产品交易（分
拨）中心展区，主要展示从越南等地进口的优
质农产品。据悉，这是内江首个跨境贸易分拨
中心，将为越南优质农产品进入川渝地区提
供销售、加工、中转和展示平台，还可以承接
相关经贸活动，提供商务服务，成为越南与四
川文化交往纽带。

“云舍”民宿旅游项目
落户马尔康

四川经济日报讯 （周德丽 黄鹏 记者
庄媛）9月19日，阿坝州投资合作推介会暨项
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在集中签约仪式上，
马尔康市副市长龙湛洵代表马尔康市与“云
舍”民宿旅游项目负责人签约，此次签约也标
志着总投资 6000万元的“云舍”民宿旅游项
目正式落户马尔康。

据悉，“云舍”民宿旅游项目将建在马尔
康市松岗镇丹波村，规划建设独栋山景民宿
带恒温无边泳池，配套餐厅观景茶室水吧。户
外建设滑草，户外拓展，滑道，观光小缆车，真
人cs模拟场地，锅庄舞小广场，藏羌文化纪念
品馆等。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琳琪 文/图）9
月 20 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
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在成
都开幕。遂宁市在成都同步举行投资环境推介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现场集中签约 25 个重点
项目，签约总金额622.7亿元。项目涵盖锂电及
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与装备制造、文化旅

游、油气盐化工等产业。
推介会现场，遂宁向企业家们发出 4 张

“邀请函”，邀请广大企业家积极参与到遂宁
五大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资
源开发利用，和特色园区打造的发展进程
中。

遂宁是“绿色宜居幸福城”“现代产业创

新城”“康养休闲旅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环境优美、区位独特、产业坚实、政务高
效、发展迅速。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西部大开发”等的深入实施，遂宁的改
革红利更加明显，正朝着开放层次更高、开
放领域更广、与海内外联系更密切的方向大
踏步前进。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周圆韵 实习记
者 梁鹏）9 月 21 日，在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
投资大会期间，由陕西省商务厅、汉中市人民
政府、安康市人民政府、商洛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七届陕南绿色循环经济合作项目推
介暨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推介会上，汉中、
安康、商洛三市与各地客商成功签约项目 45
个，总投资112.28亿元。

会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赵振铣和陕西
省政协副主席祝列克分别致辞。

赵振铣表示，陕西和四川同属西部经济大
省，两省山水相连，人脉相通，从古至今人员往

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西成高铁的开通更是
拉近了两省的距离。陕南地区毗邻四川，与四
川各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2013年以来，一年一度的陕南绿色循环经济项
目合作交流活动向我们宣传了汉中、安康、商
洛三市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川陕经济合作
与交流。第七届陕南绿色循环经济项目合作交
流活动，将会进一步提升陕南三市在四川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深化川陕两省的互利合
作，进一步推动川陕两省高质量发展。

祝列克指出，近年来，陕西省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全力支持陕南循环发展战略定位，
2018 年陕南三市实现生产总值 3430.4 亿元，

增长 9.2%，增速连续 10年高于陕西省平均水
平。今后，陕西省将继续加大陕南绿色循环经
济项目合作交流活动的支持力度，促进陕南
三市对外交流互动与合作发展，带动陕南三
市融入川渝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现场，汉中市市长方红卫，安康市副市长
杨淼，商洛市常务副市长武文罡分别推介绿
色循环经济重点合作项目，光大中金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横琴）有限公司董事长鲁海峰，
成都星泓商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任
刚，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成都
金阁莱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鸿代表客商作
交流发言。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杨波）9 月 20
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
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在成都开
幕。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领军者，五粮液集
团携超高端产品501五粮液、第八代经典五粮
液、五粮液·缘定晶生等五粮液“1+3”核心产
品，及系列酒“4+4”核心产品亮相“小西博
会”，让前来参会的境内外嘉宾、客商近距离
感受了五粮液作为世界名酒的独特魅力。

第三届“小西博会”以“开放创新·合作共
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8万平方米，五粮液分
别在登陆厅、4号馆“宜宾展厅”和 11号馆“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有企业成果展厅”进
行展出。

在 11号馆，五粮液展厅格外高端、时尚、

大气。展品不仅有今年新推出的第八代经典
五粮液、超高端产品 501五粮液、交杯牌五粮
液、五粮液 1618、五粮液·缘定晶生等核心产
品，还展示了五粮特头曲、五粮醇、五粮春、尖
庄、五粮人家、百家宴、友酒、火爆酒等“4+4”
系列酒，让前来参会的嘉宾、客商能够一目了
然地了解五粮液“家族”成员。

“五粮液，源于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拥
有651年酿酒历史的明代古窖池群，集五粮之
精华而成玉液，古法酿造技艺沿用至今，匠心
传承铸就中国品牌……”现场，通过源、窖、
粮、艺、匠等酿酒关键环节的展示，和滚动播
放的“五粮液传奇——杯酒时光，651年的味
道”纪录片，让每一位观展嘉宾深刻感受到五
粮液“用心不计代价、用工不计成本、用时不
计岁月”酿造每一杯美酒的匠心魅力。

在西博会进出口商品展中心位置的登陆
厅，五粮液精心布置了极具互动性的展馆，给
境内外嘉宾、客商呈现了一场有趣、时尚，又
凸显中国文化元素的“和美中国”盛宴。

在现场，五粮液设置了太师椅、屏风等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拍照区，凸显水晶元素和
彰显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高端时尚拍照区，以
五角星为背景，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打卡写
祝福的拍照区，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宾客，在不
同的场景活动中，感受和传递中国独特的“和
美”文化与酒文化。

在4号馆，以“新宜宾·新动力·新速度”为
主题的宜宾馆，从“城市形象”“区位优势”“新
兴产业”“传统产业”“双城建设”“生态文旅”
六大方面，集中呈现了“看得见的宜宾速度，
感受得到的宜宾动力”。

自贡大安区产业转型升级投资
推介会签约近70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周圆韵 陈家
明）9月18日，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
会自贡大安产业转型升级投资推介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上，自贡市大安区政府与笔克集团
有限公司、百姓易购（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星国华先进设备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分
别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包括大山铺特色小
镇、自贡显示触控智能终端产业等6个项目，
总投资近70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唐千惠）9 月 20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指导，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财政厅主办的 2019 年

“创客中国”四川省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二届“创
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数字经济专题赛在蓉举
行。比赛分现场，企业组和创客组共 30 个项目
进行了现场路演，展现了我省数字经济产业的
新生力量。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赛较之前有所升级，赛
事更完整，采用“2场区域赛+2场专题赛+2场特
色载体赛”的模式，大赛有效辐射全省，有利于
挖掘和培育更多优质双创项目。据悉，本次大赛

主要集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区块
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自动化
控制、智能安防等前沿技术双创项目。

“此次大赛企业报名人数突破 600家，创历
史新高。”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创业促进与服
务体系处处长熊庄告诉记者，其中，数字经济专
题赛吸引了近 100家企业报名参加。“此次参赛
的不少企业创业经验丰富、技术基础成熟，发展
潜力十足。“熊庄表示。

比赛现场，阿优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阿优
个税云管家”项目，引起了参会人员的广泛关
注。“我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了一款个

税管理系统，解决纳税人个税申报、统筹、汇算
清缴等问题。”该公司董事长张科告诉记者。

四川九洲卫星导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的“北斗三号芯片及安全应急应用”项目也在现
场得到了专家评审团的点赞。该公司研发部副
部长黄佳告诉记者，北斗卫星导航产业是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机
遇，其中，安全应用领域发展空间巨大。

企业融资情况如何？技术问题如何解决？推
广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参赛企业代表在进行
7分钟的项目路演后，由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组
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企业进行点评指导和现场

打分。经过精彩的路演和激烈的角逐，“北斗三
号芯片及安全应急应用”项目和“源本理菜宝”
项目分获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将对获奖项目提供
赛事奖金、产业政策帮扶、专项资金支持、投融
资推介、项目合作对接、精准双创服务、重点宣
传推广等11项奖励扶持措施。

据悉，2019年“创客中国”四川省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二届“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
赛还将开展“SaaS应用”专题赛及总决赛，将继续
吸引全省大批优秀的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积极
参与。

聚焦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 >>

“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展现我省数字经济产业新生力量

“6+3”产业成招商引资“主力军”

达州95个项目投资达652亿元

五粮液推出匠心酿造“和美中国”盛宴

签约项目45个 陕南三市蓉城揽金112.28亿元

借力“小西博会”遂宁签约25个重点产业项目

壤塘县揽金2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 （尼玛初 陈梅 记者
庄媛）9月19日，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商品展
暨国际投资大会阿坝州投资合作推介会暨项
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

签约仪式上，壤塘县与四川桥联锡旺新
能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签约合作协
议，投资金额达 2亿元。据了解，该公司将在
德阿园区投资建设新材料再造札辊项目，为

“一州两区三家园”建设注入新动力。
四川桥联锡旺新能源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袁维刚表示：“今后，在壤塘县
委、政府的带领下，将为壤塘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