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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备配套成渝
内江做汽车产业的精彩“配角”

近日，内江高新区与成都高新区、内江市与
重庆市荣昌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内江与
成渝两地协同合作迈出新的步伐，同时也印证着
内江加快融入成渝。

作为老工业城市，内江一直以来在机械、汽
配、装备制造等产业上有着突出成就，而融入成
渝，更是成为了成渝工业的支柱产业——汽车产
业中精彩的“配角”。

面对在汽车产业上拥有绝对优势的成渝两
地，内江甘当“配角”，利用自身地理位置优势，为
两地配套生产汽车零部件，进而与两地错位发
展，差别竞争，在配套中接受辐射，使自身与成渝
融为一体。

据了解，到2020年，建成全国重要的机械汽

车零部件生产制造、研发及出口基地，西南地区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地和四川汽车后市场服
务示范区。

同时，在培育壮大新装备产业方面，内江还
将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大力推行“机器换人”，推
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应用和产业化。

从“四新一大”产业 看内江配套成渝
这个成渝主轴重要节点城市甘当“配角”以特取胜

“嗨，小V，你能告诉我
内江有什么好玩的地
方吗？”在第十七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内江馆，机器
人小V面前围满了与其互动的
客商。而在其右方造型独特的
摩比斯水翼船静态测试原型机，
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

9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在西博会现场了解
到，机器人小V等新材料、新装
备、新医药、新能源和大数据这
样的“四新一大”产业项目首次
亮相西博会。作为成渝发展主
轴重要节点城市和成渝特大城
市功能配套服务中心，内江一
直努力把成渝的辐射带动作用
转化为自身发展动力，积极发
展“四新一大”产业，为成渝特
大城市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新一大”各展风采
内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近日，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三
新”产业园标准厂房内，迎来了又一个

“四新一大”产业项目——工业机器人
研发制造基地。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内
江，在高新产业市场上显山露水，是内
江进军“四新一大”产业的缩影，也是
内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缩影。

据悉，今年上半年，内江市“四新
一大”产业企业共138户，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1%。

而在新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
材料产业上，内江也着力发展。同时
全力配套成渝，争当成渝发展主轴重
要节点城市上重要的“配角”。唱好

“配角”，以特取胜、以优立足，“配角”
内江也能在成渝经济区发展中大放异
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昔兴琪

大数据服务成渝
建成全省重要的大数据产业聚集区

如今，人们的生活基本已经被网络包裹，而信息产业
安全则成为了电子信息产业配套产品之一。位列全球数
据恢复行业“前三甲”，拥有数据恢复、数据销毁、分析提
取三大核心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出自内江。

随着企业的发展，该公司融入成都，在成都设立了
自己的办公地点。同时，设立了一家四川效率源电子
数据司法鉴定所，用自身的知识技能帮助成都乃至全
国的公检法行业做信息鉴定。

据了解，为加快电子信息产业配套产品的发展，内
江正积极推进信息安全产业孵化园建设，开发以数据安
全技术为核心的数据安全产业产品，深入推进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抓好大数据中心日常运营，推进数据开放共
享，到2020年，建成全省重要的大数据产业聚集区。

全智能、全透明、可变色变光变场景

新能源全景空铁
西博会“首秀”记者

探馆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开幕
共签约918.67 亿元

广元猕猴桃、台湾青芒、大凉山猪
肉……9月20日，第六届四川农业博
览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精彩亮
相。此次农博会规划展览总面积约
3.5万平方米，以“全面开放合作，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的展商，带来各具特色的资格农产品。

当天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开幕上获悉，除了优质“农味”
外，在农业投资合作和农产品采购贸易
项目集中签约上，还签订农业投资合作
项目280个，合同金额达918.67 亿元。

直径1.2米灵芝王走红
四川农博会是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机制性展会，自2013年首次举
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本届
展期从9月20日至24日在西博城开展。

9月20日开展首日，各展馆便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尝鲜”。“好大的灵
芝！”当天下午，一处来自吉林的展馆
前，不少市民正轮流围观合影。

“这是来自长白山的林芝。”现场
工作人员说，这个灵芝王直径达到了
1.2米，经专家测定其年龄达100多年，

“在全国来看都是十分罕见的，售价在
60万元，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了其它
的灵芝产品。”

与灵芝王一样吸睛的，还有一块
保存4年的火腿。在达州农副产品区，
不少逛展市民围着一块大火腿，等着
厨师切片品尝。据厨师介绍，这条火
腿是野外放养一年的黑猪，用食盐处
理，“再采取地下发酵的工艺，保存了4
年左右。”

足不出川买全国“农味”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展览总面积

约3.5万平方米，设有农产品精品展区
和“一带一路”合作展区，分布在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10、11、14号馆及15
号馆部分。

记者打探发现，今年的四川农博
会不仅集合了来自成都、南充、雅安、
凉山等地道川味，还有来自吉林、台湾
等地的特色农产品亮相。比如，有展
商就从台湾运来1吨青芒“决战”农博
会的水果市场，让市民足不出川就能
买到全国各地“农味”。

在开幕上，还发布了本届大会农
业投资合作成果：经前期深入对接和
友好洽谈，本届合作发展大会，共签订
农业投资合作项目280个，合同金额
918.67 亿元。当天，参加现场集中签
约的农业投资合作项目达25个，合同
金额201.8亿元；农产品采购贸易项目
22个，合同金额18.45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韩雨霁 何方迪

总结应急产业“四川经验”
2018中国（成都）国际应急

产业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

9月20日下午，2018中国（成都）
国际应急产业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
作为应急产业供给和需求大省，四川
应急产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新时
代下，应急企业应如何加强合作，谋求
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专家、学
者展开了深入研讨。

本次论坛围绕“应急管理体制改
革背景下的应急产业开放创新发展”
主题，对应急产业“政策支持”、“平台
搭建”、“基地创建”、“会展支持”和“发
展机遇”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论坛
现场，四川省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自
然灾害频发多发，作为应急产业供给
和需求大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应
急产业发展。

在相继经历“5·12”汶川特大地
震、“4·20”芦山强烈地震、“6·24”茂县
高位山体垮塌、“8·8”九寨沟地震等特
大自然灾害后，四川探索出一条灾害
应对新路，积累了应急救援和灾后重
建的成功经验，为人类应对巨灾创造
了成功的“四川经验”和“四川模式”。

目前，四川在建设先进制造强省的
进程中，围绕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和编织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络目
标，打造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应急产业
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建立完善应急产
业创新平台，一批重大应急共性关键技
术和科技成果实现成功转化。

记者了解到，论坛现场达成签约
项目7个，签约金额70亿元人民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兴生

踏进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合作馆，很难
不被骨架漆黑、通体透亮的一辆列车
所吸引。

这是中唐空铁集团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第二代空铁产品——新能源全

景空铁。头顶上悬着轨道，车厢全透
明，外面的景色一览无遗。

车厢的中部装有隔板，“乘客可以
放手机，或者是其它东西。”中唐空铁科
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方博解释道。而
两侧的座椅，可以360度旋转，也是方

便乘客能够最大限度地欣赏路途的景
色。

“这次是我们首次展出实景列车。”
方博介绍，亮相展馆的这辆新能源全景
空铁是专门从南京运过来的，一节车厢
长约11米。

除了车身透明，这款空铁的底部也
是透明，“大家都知道湖南张家界的玻
璃栈道吧，我们这款空铁是‘移动’版玻
璃栈道。”方博笑道，车厢底部还可结合
VR技术来做一些奇幻的视觉体验。

从正式开馆到下午5点左右，不过
数小时的时间，这款“川字号”的产品已
经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代表
团和逛展市民。

“国外的政府官员还有企业代表，
大概来了七八批吧，俄罗斯、南非、埃塞
俄比亚、泰国的都有，他们对这个挺感
兴趣的，问了好多问题。”方博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
岸 张想玲 秦怡 摄影 雷远东新能源全景空铁内部。

新能源全景空
铁一节车厢长约11
米，头顶上悬着轨
道，车厢全透明，外
面的景色一览无遗。

这款“四川造”
空铁列车，铁轨架
在空中，车厢悬挂
在空中，不与人争
路，不与车争路，占
地少、成本低、还形
象好，堪称轨道交
通的“全能手”

列车结合旅游
交通和景区观光的
特点，采用新材料、
新工艺、新设计研制

专访中唐空铁董事长唐通：

新能源空铁已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唐空铁董事长唐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张想玲秦怡 摄影 柴枫桔

“川字号”新能源全景空铁西博会“首秀”。

谈优点谈优点/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建设成本低

为何要推广新能源空铁？
“首先，它能够缓解城市的交通拥

堵。”唐通介绍，新能源空铁吸收了既有
轨道交通安全可靠、正点准时、全天候、
无污染等优点，又具有占用土地少、投
资成本低、工程周期短、适用范围广、节
能环保等优势。

空铁的运量可达到地铁运量的三
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高架轨道，单一路
权，快速准点，与城市的高架桥、快速同
到等综合融入，可构建复合立体式的交
通网，形成区域环线及城乡一体互联。

“而且占地少，空铁的运行转弯半径小，
极限区域仅需要30米，可以实现楼宇
绕行，不影响城市规划。”

除此以外，相对于地铁和轻轨，空
铁的造价成本低。“空铁轨道交通双线
运行造价每公里1亿元人民币左右，约
为地铁造价的八分之一，轻轨造价的四
分子一。”在唐通看来，新能源空铁开创
了新型的轨道交通制式

谈应用谈应用/

成都中心城区将建
698公里新能源空铁线路

拥有“治堵”优势的新能源空铁，已
经接到了不少国家递来的橄榄枝。

唐通介绍，本届西博会期间，中唐空
铁将正式与泰国皇家联星国际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并将进入尼泊尔，为尼泊尔的
交通拥堵提供全域解决方案。事实上，
柬埔寨已展开行动，在吴哥窟的新能源
空铁项目也已规划完成，即将动工。

曾组队到中唐空铁考察的柬埔寨
官员直言，“是新能源空铁给了我们解决
交通问题的启迪。”唐通补充说，新能源
空铁走进不同国家和地区时，将因地制
宜提供设计方案，发挥灵活多变的优势。

国内民众有望抢先体验新型轨道交
通制式的魅力。以亮相西博会的全景空
铁为例，目前已在成都、西江苗寨两地建
示范线。“成都中心城区将建698公里新
能源空铁线路，贯穿沿线旅游资源，打
造‘穿越3000年’的品牌。”唐通透露，
一列空铁将串联起金沙遗址、武侯祠等
历史文化景点。

全智能、全透明、可变色变光变场
景的新能源空铁，在本届西博会开
幕式当天一亮相，即成为了全场的

关注焦点。
这款“四川造”的新能源空铁列车，铁

轨架在空中，车厢悬挂在空中，不与人争
路，不与车争路，占地少、成本低、还形象
好，堪称轨道交通的“全能手”。

“新能源全景空铁是结合旅游交通和
景区观光的特点，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
设计研制的旅游观光空铁列车。”9月20日，
携带新能源空铁来参展的中唐空铁董事长
唐通表示，这款新能源全景空铁在国内将
瞄准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市场领域，为
旅游区域打造新交通方式。

看西博会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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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会内江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