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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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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我们渴望与你携手同行

为回馈广大读者的支持
与厚爱，华西都市报特推出
订阅优惠活动。

即日起至12月15日止，
读者朋友可进入华西都市报
官 方 微 信 ，点 击“ 微 信 订
报”——“购买”，即可订阅
2019年全年《华西都市报》。
采用微信订报的客户，可按现
有396元/份/年的原价作八折
优惠，即316.8元/份/年。八折
优惠仅有4000份，读者朋友们

动起手来，先到先得。
此外，从即日起至12月

31日止，成都市主城区个人
读者订一份2019年全年《华
西都市报》可获价值 608 元
专属体检卡一张，含血常规、
心电图、肾功能、肝功能、彩
超等十余个大项。此次活动
总额为2000份，送完即止。

需要提醒广大读者朋友
的是，两项优惠活动只可二
选一，不能同时参加。

微信订《华西都市报》
立享4000份八折优惠大礼包

时光荏苒，又到了送别2018年的时间了。
回首这一年，我们在洞悉世事的过程中体验时
代的飞速发展；也在见证变革的历程中体验人
情冷暖、感知世道人心。

这一年，成都网约车司机王明清一了夙
愿，失踪24年的女儿终于找到了，阖家团圆的
那一刻，这位坚毅汉子的眼里噙着泪水。悲喜
离合的背后，是一家人的命运曲折，也有华西
都市报近三年来对“网约车司机寻女”的追踪
报道。

这一年，港珠澳大桥通车。时空轮换，伶
仃洋里不再叹伶仃，港珠澳从此迈入30分钟生
活圈。通车那一刻，身为四川老乡的总设计师
孟凡超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港珠澳大桥做
到了极致，我很欣慰。”华西都市报上那张严肃
表情的照片，记录了这一刻的历史，践行了我
们重大事件不缺席的承诺。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美国大豆船“飞马峰
号”在太平洋上“末日狂奔”，只为赶在进口关
税新政生效前入港；这一年，我们与千万股民
一道经历了A股近千点的宽幅震荡，红喜绿悲
的背后，只为守住我们的钱袋子，不随着K线图
的起伏缩水；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利比亚的炮
火与朝鲜半岛的和平；这一年，咱们四川也以
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推动“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格局；这一年，是改
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与你一同致敬历史上那些
最闪亮的星……这一切，我们只想表达一种情
感，无论世界怎么变，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
始终与你携手同行。

创刊于1995年1月1日的《华西都市报》
是中国第一张都市报，全面系统地创立了报
纸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和全新的竞争策略，开
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报业的“都市报时

代”。
今年4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报业

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华西都市报与
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南日报等中央、省级主流
媒体一道获得“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单位”
殊荣。

二十余年来，华西都市报一路引领都市报
发展，百万发行、年经营收入逾十亿，是四川发
行量最大的报纸，排名西部第一，位列全国晚报
都市报竞争力五强、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第44
位，是中国十大名报、世界媒体500强，连续十年
跻身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148.72亿元，在
全国乃至全球媒体中极具知名度和美誉度。

亲爱的读者朋友，2019即将来到。不知道
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的老朋友——华西都市报
仍将邀你同行，携手去看2019的精彩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前，省委、省政府出台《中
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意见》，主要围绕进一步激
发民间投资活力、降低民营企业经
营成本、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实力、加强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加强组
织保障等6个方面，提出了20条
政策措施，力争到2022年，全省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60%，民间投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 50%
以上，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活力迸
发，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质量效益
显著提升，发展环境显著优化。

四川民营经济“20条”含金量
几许？具体怎样落实？20日，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陈新有对此
进行了解读。

三三特特点点
落地性、集成性、创新性

陈新有介绍，“20条”是由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会同20余个省级部门（单
位）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开展起草工
作，反复研究、数易其稿而成。成稿最
终体现了落地性、集成性以及创新性
三大特点。

首先是落地性。“20条”是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关于抓好
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的要求，紧密结
合四川实际，制定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
关于减税降费、增加贷款、强化服务等

“利好政策”的具体措施。
集成性体现在充分吸收广东、浙

江这两个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先进
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兄弟省（区、市）已
实践举措，把政务服务改革、支持创新
发展等领域中管用好用的做法直接

“拿来用”。
创新性则是指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通过在省定事权范围内大胆创新、
深化改革任务等，提出了22项创新型措
施，力争“含金量”更高。其中“证照分
离”、电力体制改革、“园保贷”分险模式、
首台（套）首版次补偿、科技创新券等5
条为我省改革举措，高速公路差异化收
费、专利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8
条举措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提出的创新
措施。

三三件件事事
执行力、知晓度、落实度

四川民营经济“20条”能否好用，关
键在于落实。陈新有说，为此将做好三
件事。

一是提高政策“执行力”，在操作上
细化实化到位。目前“20条”已经被分
解细化为119项具体的政策举措，确保
政策措施每一条每一项都有对应的部门
（单位）认领落实。

二是提高政策“知晓度”，加大政策
的宣传解读，建立统一的涉企政策发布
平台，把涉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直接“打
包”传递到企业，同时今后涉企政策制定
将邀请企业人员积极参与。

三是提高政策“落实度”。建立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和商
（协）会制度，强化对地方政府和领导干
部发展民营经济工作的考核，推动民营
企业广泛参与实施和监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省经信厅厅长陈新有解读《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四川民营经济“20条”含金量满满
“内容体现三特点，落实靠做三件事”

成都市（31户）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蓝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蛟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友家私有限公司 唯品会（简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都华阳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成都雷电微力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自贡市（3户）

四川友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自贡市海川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远达集团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3户）

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恒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市（7户）

泸州市金信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汇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海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景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古蔺仙潭酒厂有限公司
四川天寿药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6户）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琪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东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德阳鼎达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2户）

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奇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元市（3户）

广元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四川永隆实业有限公司

遂宁市（3户）

四川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江市（4户）

四川天视车镜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万晟房地产有限公司

乐山市（4户）

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 乐山希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君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市瑞鸽皮革工业有限公司

南充市（4户）

南充三环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九天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南充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南充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宜宾市（7户）

四川朵唯智能云谷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区今良造酿酒有限公司
宜宾岷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宁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宜宾富源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恒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安市（3户）

广安市吉中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四川临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帕沃可矿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达州市（5户）
四川贝森电器自动化有限公司 四川欧铂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达州市志向科技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巴中市（2户）

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德健南江黄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3户）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芦山华美包纱有限公司

眉山市（3户）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

资阳市（3户）

四川金辉药业有限公司 资阳晨风西铁机械有限公司
资阳市飞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州（1户）

若尔盖高原之宝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2户）

九龙县祥海野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蓝逸高原食品有限公司

凉山州（1户）

西昌市正中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名单（100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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