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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集团是隶属于国务院
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中央企业，
控股华侨城A、康佳集团、华侨城
亚洲、云南旅游、天视文化等多家
上市公司，是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全国文化企业30强，自
2010年以来连续7年获得国务院
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A级评价，资
产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连续5
年雄踞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四强，累
计接待游客近4亿人次，持续领跑
亚洲。

华侨城集团于2016年8月在
蓉成立西部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100亿元，以成都为总部，投资范
围辐射周边核心城市，作为整个西
部区域的管控及发展平台，重点布
局四川。截至目前，华侨城西部集
团公司已在川签约投资额近3000
亿元，签约项目16个，成都片区预
计投资近1400亿元，包括成都欢
乐谷、安仁中国文博小镇、洛带小
镇、万兴乡森林公园片区、黄龙溪、
西岭雪山、成都中心、天回镇文化
北城等项目；眉山片区预计投资
300亿元打造中法农业科技园项
目，未来预计在眉山投资超过500
亿元，将成为在川投资的核心城市
之一；川南片区预计投资600亿
元，包括宜宾三江口CBD、蜀南竹

海、自贡中华灯彩大世界；川北片
区预计投资170亿元，与广元市、
剑阁县签约打造“剑门蜀道”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川西片区预计投资
100亿元，分别与阿坝、凉山、甘孜
合作进行全域旅游开发。

此外，华侨城集团旗下的康佳
集团，与宜宾市临港开发区管委会、
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府新区
管委会也先后达成合作协议，投资
近100亿元，共同开发康佳西部总
部基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康佳
多媒体外销总部等产业项目。

下一步，华侨城集团拟继续在
川布局“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
康佳电子”四大产业，深入参与成
都、眉山等四川核心城市的经济发
展。

未来，华侨城集团将全面参与
四川省地产、金融、文化、旅游等领
域的合作和发展，形成新型城镇
化、全域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产融
平台、城市综合体开发运营、主题
酒店开发运营、智慧管理输出等业
务板块，积极拓展新型城镇化业
务，全面推动四川全域旅游发展，
全面助推四川世界旅游目的地建
设，努力实现“中国文化产业领跑
者、中国新型城镇化引领者、中国
全域旅游示范者”的目标。

中法农业科技园在眉山盛大启幕

华侨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今年3月8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了乡村振兴的五
个具体路径：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
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
乡村组织振兴。在去年的
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
招牌不能丢，要带头做好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
大文章，推进由农业大省向
农业强省跨越。

中法农业科技园所在
地，处于眉山市彭山区锦江
乡，紧邻彭祖山和江口古
镇，在这个区域不仅有厚重
的历史文化、传奇的千年宝
藏还有源自彭祖的养生文
化。近年来，华侨城秉承

“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战
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土
地伦理观”，坚持“以人为
本”的开发理念，尊重、保护
和融入当地历史文化，在西
部乃至全国，已经打造出一
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文旅
小镇，增强了中国乡村的文
化吸附力和产业融合力。

与眉山当地的优势农
业结合，是中法农业科技园
的一大亮点。在项目选址
所在地天府新区眉山片区，
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
史。驾车从成都向南行驶
一小时，可以看见万亩葡萄
园，眉山的彭山葡萄是网红
产品。未来在中法项目农
业科技园，彭山葡萄将与法
国葡萄酒相遇，四川的多种
优势农产品将因此端上全
球餐桌。通过这一项目，作
为央企的华侨城为当地农
业带来的不仅是数百亿的
投资和国际化的产业，更是
再次擦亮四川农业金字招
牌的巨大机遇。

早在2015年，中法农
业科技园在巴黎气候大会
亮相时，就惊艳四方，被列
入中法两国地方政府合作
备忘录，成为两国地方政府
积极推动的重点项目。
2018年，该项目又被列入
四川省100个重点推进项
目之一。以生态风光为底
色，植入异域风情，与眉山
当地的人文历史相呼应，深
度结合彭山千年的康养文
化，打造文旅产业。华侨城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
大型项目的吸附力和辐射
能力，将对天府新区眉山片
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
的文化活力，赋予更丰富的
文化内涵。建成后的中法
农业科技园，将与当地的文
化、生态景观相融合，构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留得住文脉、城乡
居民共同富裕”的美丽图
景。

中法农业科技园属于四川
省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北接天府
新区成都直管区、西临锦江文化
生态带、东靠彭祖山省级风景名
胜区，毗邻历史文化名镇—黄龙
溪古镇、江口古镇。区位条件优
越，自然生态本底优质，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

基于此，项目将依托山、河、
田、林、湖生态本底，以绿色永续
的产业带动，总体规划为一带、
一核、七园（区）的空间结构。“一
带”指锦江生态景观带；“一核”
则是中法农业科技园核心区（特
色小镇）；“七园（区）”涵盖中法
农业种植示范区、缤纷果园体验
区、天生埝水库林地花卉区、高
效农业培育试验区、文化旅游功
能区、农业科技康养功能区、田
园度假功能区七大园区。

中法农业科技园充分吸取

法国农业发展的多样性，打造
“生命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
学”三大美学生态带，借由饮食厨
艺、人文艺术、美容保养、创新娱
乐，扩大农业附加价值。项目总
体规划范围18平方公里，其中核
心区占地4平方公里。核心区规
划开发“一街、一城堡、一村、一园、
一中心、一平台”六大核心产品；
一街—法国影视文化数位典藏长
廊，一城堡—专业婚庆聚会场地、
一村—亚洲第一抗衰老度假村、
一园—国际娱乐家庭娱乐园、一
中心—世界农食博览中心、一平
台—中法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同
时，项目还制定了“集聚特色农业
生产展示基地、农业核心科技研
发中心、有机食品与康养医疗合
作平台、文化艺术与生活方式交
流窗口、中法国际乡村风情展示
园”等五大核心功能。

中法农业科技园项目将由华
侨城集团和法国欧倍欧集团共同
开发。华侨城此次与法国农业、
康养、旅游领域龙头企业——欧
倍欧集团合作，将联合打造我国
国际农业创新转化的标杆项目

此次与眉山牵手的中法农业
科技园已签约多个国际知名项
目，并且与多个国际特色小镇接
轨。项目与法国东部大区阿尔萨
斯大区农业委员会及阿尔萨斯农
业科技创新公司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同时与欧莱雅集团交换合作
申明文本。项目还与法国著名鲜
花小镇贝凯姆小镇、法国最美小
镇艾吉斯镇、法国艺术小镇圣波
尔德旺斯镇缔结为友好小镇，共
同推进两地旅游、文化交流活
动。另外，项目还将引入普罗旺
斯薰衣草博物馆、费尔城堡酒店
米其林餐厅、教皇新堡葡萄酒庄
园、卡丹葡萄酒庄园等跨界资源，
具有高度的国际视野。

项目还将围绕从田园到餐桌
的理念，聚焦低碳种植、小农合伙、
品牌创建及新型产销平台的建设，
重点打造以花卉、蔬果为主的复合
型农场，建设世界级生态品牌建设
及新技术孵化的摇篮；同时做好农
业基础建设招募专业公司参与生
产型农场；发挥华侨城集团旅游导
流的优势，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观光
农场的建设。“多点种植、多类型农
园、有机全覆盖”的理念贯穿整个
项目，田中有城镇，城中有田园的
城镇格局将成为眉山市最具魅力
的城市印象之一。

中法农业科技园是一次对乡
村振兴的战略落地，也是华侨城
集团第一次在美丽乡村计划中接
轨国际的探索。项目不仅要缩短
城乡差距、消除贫困，更要改变乡
村落后面貌。向外吸引优质资本
加入共建，用国际合作作为触媒，
最终将转化出属于四川、属于眉
山的未来美丽乡村愿景。

构建城乡居民
共同富裕的
美丽图景

投资3000亿
华侨城积极为四川发展贡献力量

7月6日，中法农
业科技园开工仪式与
“乡村振兴国际合作”
中国（眉山）中法友好
国际交流合作对话会
在四川省眉山市举行，
这标志着规划占地面
积18平方公里，计划
总投资约300亿元的
中法农业科技园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华侨
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段先念，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旅游景区
协会会长姚军，深圳华
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华侨城西部投
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张大帆，DLBT
集 团 董 事 、法 国
OBEO集团董事长杰
尔姆·维梅尔等企业代
表及海内外主流媒体，
齐聚眉山，共同参与项
目启幕仪式的相关活
动。

中法农业科技园
项目位于四川省眉山
市彭山区锦江乡，是四
川省委、省政府推动的
对法友城重点合作项
目，是 2018 年全省
100个重点推进项目
之一。该项目列入了
“2015年全球气候峰
会计划”，是中法两国
地方政府签署合作备
忘录的重要项目，成为
中法两国地方政府间
就农业问题、城镇化问
题与文化融合交流的
合作标杆与实践典范！

眉山是大文豪苏
东坡的故乡，是中国西
部极有活力、极具潜
力、极富商机的开放高
地和投资热土。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
提出支持眉山建设环
成都经济圈开放发展
示范市。中法农业科
技园项目的启动，是四
川省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指示精神，
打造“公园城市”的又
一重大举措，也是眉山
建设环成都经济圏开
放发展示范市的生动
实践；同时也是华侨城
集团响应国家新型城
镇化、乡村振兴战略，
继安仁古镇、黄龙溪古
镇、洛带古镇等项目
后，在川布局的又一重
大型“文化+旅游+城
镇化”项目。华侨城集
团将以本次开工为契
机，扎根眉山，投资眉
山，推动双方在更多领
域深化合作，力争为眉
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

优势资源齐聚
打造中法融合新生活方式样本

产镇融合
树立国际新型城镇化典范

乡村振兴

7月6日，中法农业科技园开工仪式在眉山举行。

华侨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段先念与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
前海外事务部部长伊夫·杰戈先生。

中法农业科技园开工仪式签约现场。

◀中国（眉山）中
法友好国际交流
合作对话会现
场。

▲中国（眉山）中
法友好国际交流
合作对话会嘉宾
交流与探讨。

中法农业科技园汪家林盘旅游点
保护更新整体鸟瞰效果图。

中法农业科技园核心区域城市设计整体鸟瞰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