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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创新往哪走？
这些专利数据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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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
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从1978年到
2017年，四川民营经济增加值不断
提升，并于去年首次突破了“2万亿”
大关。民营经济地位逐年提高，撑
起了四川经济的“半边天”。

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隆重
表彰了100名“四川省优秀民营企
业家”、100户“四川省优秀民营企
业”。表彰也许只是一种形式，更重
要的是，它凝聚了全省民营企业家的
信心，更增添了民营企业家办好企业
的信心和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声音
“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在这里隆重召开全省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大会，表彰一批优秀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充分肯定民
营经济的作用，让我深受鼓舞、倍感
振奋。”在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永好看来，民营经济取得的进
步和成就有目共睹，坚持创新发展
转型的民营企业不仅有希望，而且
大有可为。

刘永好表示，很多传统企业在
市场增速放缓、规模效应逐步消退
的新格局下，均面临主业增长乏力、
干部员工老化、对新经济新科技的

应用和意识相对不足等问题。“这次
大会上，一批真金白银的政策的公
布，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沃土。”

“希望未来能持续优化公平、良
好的法治与营商环境，更大限度地
让民营企业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
重视对大企业、大集团和规模企业
的吸引、吸纳和培育，做大做强总部
经济。”刘永好告诉记者，“还希望加
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健全激
励机制和税费减免政策，切实缓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此
外，出台有别于科研院所的民企人
才吸引和‘留住’政策，加大民企科
研成果转化的奖励资助，鼓励和支
持各类人才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特写
7名女性企业家获奖

巾帼不让须眉。记者注意到，
受表彰的100名优秀企业家中，有7
名女性企业家。她们分别为依米康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张菀，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四川兰兰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帅兰，四川宝
兴三兴汉白玉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雪梅，四川省宜宾市燕君贸易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古燕，四川

光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谭江梅，四川新华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夏雯。她们从事的行业
领域跨度非常大，遍布食品加工、连
锁商超、矿产开发利用、生物科技、
大数据科技信息等。

对于曹世如来说，此次表彰可
谓“双丰收”：红旗连锁和她本人均
在表彰名单之列。她说，公司和本
人能够入选优秀表彰名单非常激
动。“此次大会令我信心倍增，相信
全川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感受到来
自省委省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在今
后的企业发展中做得更出色！”

长发披肩、妆容精致，作为七位
受表彰的女性民营企业家之一，平
素就对自己外表“高要求”的马雪梅
今天更是格外用心打扮。因为在她
看来：“我们的企业是美好的，企业
家也应该是美丽的。”不过，马雪梅
能够成为“百分之七”，靠的可是实
绩。作为四川宝兴三兴汉白玉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她吃苦耐劳，开创
销售局面，带领公司年创造利税近
亿元，2017年，该公司成为雅安市
民营企业中纳税最多的企业。“我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今天
能够来到这里我感到万分荣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秀江 赵雅儒 熊英英 见习记者
刘旭强

11月20日，在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
会分论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上，省知
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发布了我省重点产业专利
导航分析报告。报告从产业专利的数量、所在
领域、区域分布等方面，揭示了产业发展的细
节，并就未来发展方向给予了建议。

“近一年半以来，全省“5+1”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量为40213件，占全省相应总量八成
以上。”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副主任杨早
林说，从专利数据看，四川省产业发展亟待解
决区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成都的‘5+1’产
业发明专利在全省占比超过75%。紧接其后

的 是 绵 阳、德 阳 ，分 别 占 全 省 的 7.26%、
4.03%。除区域内发展不均衡外，四川尚缺乏
资金雄厚、技术研发强的本土企业，产学研也
结合得不紧密。”

未来，四川产业将往哪个方向发展？杨早
林建议，要加强产业专利导航，大力发展优势特
色产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四川首先要重
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集成电路方
向，其次要培育发展通信设备制造、电子信息专
用材料等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旭强
记者 李秀江

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企业产业发展论坛
在成都举行。省发改委主任范波现场向民间资
本推介重点领域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本次推
介共推出重点项目47个，总投资2977.64亿
元。具体到此次向社会推介的项目，范波表示，
首先，符合产业政策，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其
次，项目分布多元，具有广阔合作空间。项目涉
及交通、水利、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投资规模从
8000万到370亿元不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项目回报机制明确，具有合理预期收益。
“交通项目可采取BOT的形式获取回报，

水利和生态环保项目采取可行性缺口补助和使
用者付费的形式。而旅游来访项目则采用经营
收入回报方式获取收益。”范波说。

记者在论坛现场了解到，这些详细的信息
和回报形式，是对企业家产生吸引力的最大优
势之一。“投资最怕没有收益，这下好了。我对
这些项目很有信心。”现场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
记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更加坚定了

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论坛
在成都举行。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局长欧阳泽华表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全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1.53万亿元，占全部
贷款余额的28%。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泽华同时指出，虽然我
省的民营经济体量庞大、作用巨大、潜力无限，
但发展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部分民营企业
发展较为困难。

对此，欧阳泽华除了对金融机构提出建
议之外，还对民营企业化解“融资难”问题支

了三招。
一要规范经营，特别是要提高经营能力、管

理水平，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要聚焦主
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
动力，但创新时要特别注重把控风险，尤其是财
务风险。三要用好直接融资工具。由于过度依赖
间接融资、产品体系不健全、企业信用度不高等客
观问题，导致目前的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
营企业。建议民营企业用好直接融资工具，拓宽
企业融资方式，在优化债务结构上下功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申梦芸

聚焦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民资融资咋解决？
监管部门给出三点建议

民营企业金融支持论坛民营企业金融支持论坛

民企投资去哪里？
47个四川重点项目等你来

民营企业产业发展论坛

与会嘉宾在相互交流。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三大分论坛

蛟龙港正秉承国家战略，坚持深入贯彻党
中央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认真落实省委“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和四向拓展，不断
开拓创新、寻求突破发展，以“财富有限，创新无
限”的理念，在蛟龙港规划范围内创新升级，再
次进行产业转型、优化提升，体现最大的集中节
约，建设一片海、两座岛、三中心（产业聚集中
心、文化旅游中心、CBD中心）。

1.产业聚集中心:
产业发展是产业新城最核心板块，成都蛟

龙港从建园起，就一直定位于中小微企业发展
服务，以独创的“蛟龙模式”致力为中小微企业
搭建成长发展平台。所以，蛟龙港此次产业转
型升级将以产为魂，以城为体，引进有发展潜
力、科技含量高并且对区域带动力强的企业为
主的同时，也不忘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就像
国家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要积极为中小微企
业搭建平台，要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得到健康发
展。”

所以蛟龙港坚持秉承建园初心，将更多的
思考、关心、支持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提供平
台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得到可持续发展。针对
蛟龙港产业上的转型升级，蛟龙港以航空、电子
信息、军民融合、新能源等产业为核心招大引

强，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培养、扶持，让他们在
园区成长成才、做大做强，立体产业城的崛起将
成为目前最集中节约的用地模式。

产业聚集中心——立体产业城不但是产业
的转型，更关键的是园区节能减排的转型，实现
环境的跨越式发展。蛟龙港将建多层厂房叠
加，才能真正实现对废气、粉尘、噪音集中处理，
以及废水进入雨污分流管网集中处理后，整个
园区达到0污染、0排放。并以数据实时监测，
确保空气质量良好，保证废气不乱排、粉尘不乱
扬、噪音不超标、废水不外流，真正实现雨污分
流，废气、粉尘、噪音集中处理，使环境变得更加
美好，为环保建设作出极大的推动作用。蛟龙
港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是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重
要的是环保治理的转型升级，彻底消灭散乱差，
让废气、粉尘、噪音、废水得到更有效、更集中的
治理。

不仅如此，集装箱车直接将生产物资运至
工厂每个楼层，房顶上将全面打造森林及生态
式办公区域，真正实现生产、制造、设计、办公于
一体综合性产业城；同时，如若天气炎热或者雾
霾严重、空气质量不达标时，整片区域可实现智
能降雨。

2.文化旅游中心:

文化旅游中心——海滨城海洋乐园、海滨
城海洋王国、海滨城星球乐园，以“其实成都有
片海”的理念，将与将与国际顶尖设计团队合
作，提炼出全世界最好的游乐园，进一步提升、
优化运用到我们这片海的岛屿中以及海滨城
内，将文化旅游中心全力打造成国家AAAAA
级旅游景区。

3.CBD中心：
CBD中心——海滨城CBD中心,规划将建

设40栋商业大厦，加上现已建成的海滨城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海滨城购物中心及12栋写
字楼，那么届时在蛟龙港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上
将会有52栋楼宇集群，建筑总面积约200万平
方米，即酒店、会议、会展、总部于一体的楼宇经
济，届时海滨城CBD中心将聚集人才、齐聚商
业、汇聚人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CBD中心。

并且，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便利、营
造更宜业宜居宜商的良好环境，三大中心将通
过BRT快速公交、蛟龙港有轨交通环线等现代
化交通设施相互连通，并无缝衔接成都地铁。

这一片海、两座岛、三中心的崛起，助推蛟
龙港成为宜业宜居宜商的产业新城，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打造成都产业新城的一张
璀璨名片。

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
成都蛟龙港再出发

蛟龙港具有完善的基础配
套设施，良好的发展环境，园区
内自建活水公园（污水处理
厂）、110kV变电站、防洪系统
（地下管廊）、白河景观长廊、道
路白改黑等，配备教育、医疗及
文化中心等机构；并且在规划
建设、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均
拥有完善的运营管理团队和成
熟的运营管理经验。

“一方营造、四方赢利”的
“蛟龙模式”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肯定。中央党校、国家发改
委、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等
莅临蛟龙港调研、指导。更被
设立为“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成都行政学院、成都市社会主
义学院现场教学基地”、“中共
成都市双流区委党校成都蛟
龙港教学基地”、“双流区党员
教育微党校教学基地”、“全国
干部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
成都蛟龙港教学中心”、“西南
财经大学干部培训基地”等，
长期组团到港考察、学习。

为了更进一步提升经济效
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
是靠完备、合理、多元化的产业
体系来支撑，而产业转型升级
就是重中之重。在网络时代竞
争的今天，我港特立独行，成功
打造集办公、旅游、美食、休闲、
购物、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城市综合体——成都海滨城，
海滨城奇迹般的崛起，首创国
内商业旅游综合体，拥有破世
界吉尼斯纪录、被评为“四川省
科普基地”、“成都市科普基地”、

“成都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
基地”的海洋馆——浩海立方
等多种特色业态，成为了双流、
成都的文化旅游新亮点，并于
2016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2017年全年承接游
客人数突破2000万人。构建
起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高
端产业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
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满足
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
重需求，形成现代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并重，为成都打造了
又一个全新的产业坐标。

成都蛟龙港由香港蛟龙集团、成都蛟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创建于2000年6月,是全国首家民营工业园区。通过10余年的探索，在成都已成功建成两个开
发区——成都蛟龙港青羊园区、成都蛟龙港双流园区，开创了民营经济办园区的先河，并连续六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被列为“成都市工业集中发展示范区”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和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截至目前，蛟龙港引进企业2380多家，年产值及营业收入约300亿元，年上缴税收约6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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