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德阳大事记

1.三线建设
1964 年至 1980 年，

国家在德阳投入10亿元
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形
成了重型机械、大型发电
设备、建材、化工等多门类
工业体系，推动德阳成长
为全国第三个“重型机械、
大型发电设备”工业基地。

2.全国沼气发酵会在中江
召开

1972年，农业部和中
国科学院等单位在中江召
开全国沼气发酵会，明确
提出了农村推广沼气是解
决农村能源的重要途径。
至此以后，四川、江苏、湖
南、浙江、广东等许多省、
市都开始兴办沼气。

3.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
1980年，广汉县向阳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
子被摘掉，挂上了广汉县
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由此，推动了中国农村改
革，并最终导致《宪法》的
修改。向阳因此得名“中
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4.设立德阳地级市
1983 年 8 月 18 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德
阳市（地级市），将绵阳地
区的德阳、中江、绵竹三
县和成都市的广汉、什邡
2县划归德阳市管辖。

5.三星堆考古发掘
1986年7月至9月，三

星堆考古发掘两个祭祀
坑，随后，大型青铜立人、
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
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
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
轰动国内外。张爱萍将军
题词称：“沉睡三千年，一
醒惊天下”。

6.自主设计制造的火电机
组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

1985年，东方电机有
限公司自主设计制造的葛
州坝170MW大型轴流式火
电机组，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特等奖。

7.八万吨大型模锻压机研
制成功

2013年4月23日，由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
司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
主安装的8万吨大型模锻
压机研制成功。这是我国
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吨位
的模锻压机，改变了我国
大型模锻件长期依赖进
口、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8.获“中国重大技术装备
制造业基地”称号

2013年，“重装之都”
德阳正式被中国设备管理
协会授予“中国重大技术
装备制造业基地”称号。

9.成为国家全面改革试验
区先行先试区

2015年8月，国家把四
川确定为国家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9月，德阳
成为先行先试区之一。

10.德阳GDP突破2000亿
2018年，德阳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2213.9
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2000亿元，居全省第3位。

“C”是“China”
（中国）的第一个字
母；“C”也是“川”字
的 第 一 个 拼 音 字
母；“C”还是“City”
（城市）的首字母。
数字“21”则代表着
四川 21 个市州，同
时寓意“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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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兴城”
到“智造之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阳的历史
几乎就是一部“工业兴城”的历史。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
年计划，开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建设。布局的地点，为内地大中小城
市。正是从这时起，德阳与工业相
遇。1956年8月，国家将在德阳布点
建设的航空电子工业调整为重型机械
制造和大型水力发电设备工业。由
此，拉开了德阳重大装备制造业建设
的大幕。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
史称“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国防、科技、
工业、交通基础建设，为德阳重大装备
制造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1965
年11月，邓小平在德阳视察时听说，

“德阳县城因三线建设由上年的2万
多人增加至现7万多人”时，他欣慰地
说，“这已经是一个工业城市了”。

肩负重要使命的德阳，蓄势待
发。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气“三大
厂”等企业的陆续全面投产，德阳重装
企业实施强强联合战略，共同完成了一
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德阳制造的

“大国重器”运往全国各地，为祖国这艘
巨轮的前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001年，德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实
施打造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战略，
利用“三大厂”集聚效应，形成德阳装备
制造企业集聚发展产业带。2003年，
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准《德阳重大技术
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把德阳列
入四川省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发
展“1+8”工程。2006年，《德阳市重装
基地建设“十一五”规划》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让德阳重型装备制造
业迅速发展。2013年，“重装之都”德
阳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授予“中国重
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称号。

如今，国产大飞机C919整架飞机
锻件的70%由德阳制造，位于德阳的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完成了港珠澳
大桥“使用寿命”试验，“华龙一号”核
电机组在德阳研制成功……不胜枚举
的“大国重器”和重大工程都贴上了

“德阳造”的标签。
德阳市委八届七次全会提出，要

把德阳打造成“装备智造之都”。德阳
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琦说，德阳
将实施以“互联网+制造”“装备制造大
数据”为重点的传统制造业互联网改造
提升工程，促进装备制造业智能转型。

同时，加快工业云、工业大数据、
物联网建设，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众包
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等“互联
网+制造”的新型制造模式，并加快智
能装备和产品、智能化管理、智能服务
等方面的示范项目建设。

德阳市提出，到2022年，力争全
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年均增长14.5%，突破2800亿元。其
中高端装备突破700亿元，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5%以上，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0%以上，建设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100个。

“为进一步提高德阳的制造水平，
我们特别注重产业的创新发展、融合
发展。”德阳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锐说，一方面，大力培育高端装备制
造、先进材料等新兴制造产业；另一方
面，积极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军民
融合发展、“互联网+制造”，以新技术
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新
旧动能接续转换。

据了解，“德阳造”成套发电装备、
油气钻采装备等重大装备已销往东南
亚、中东、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产品已遍布全球137个国家
和地区。下一步，德阳的目标已然明
确——打造世界级重大装备智造基
地，实现德阳装备“装备世界”。

德阳！为祖国强大锻造大国重器
为时代发展勇当改革先锋

如今的广汉市向阳镇，道路四
通八达，企业星罗棋布，居民楼林
立。向阳镇已形成食品制造、电气
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
生产经营性企业328家。2017年实
现GDP2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3065元。

然而，40多年前，时任向阳公社
党委第一书记叶文志回忆，这里曾一
度靠“借粮”度日，是全广汉最落后的
地方。困境面前，叶文志等人作出了
一个大胆决定——摘掉向阳人民公
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用向阳乡人民
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推
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并最终导致了
《宪法》的修改。向阳也因此被誉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德阳市委书记赵世勇说，要把
向阳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下
去，用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积极推
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让
老百姓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加幸福
美好，改革永远在路上。

成立向阳镇“人大代表小组工
作室”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探索闲
置工业用地盘活……向阳的改革从
未停歇。向阳镇所在的广汉市，在
农业农村改革上也一直走在前列，
承担了四项国家级、五项省级农村
改革试点工作。广汉市被确定为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市。

其实，整个德阳的农村体制改
革也一直在进行。以土地为核心的
农业农村综合改革，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德阳

承担了20项省级以上改革试点。
2015年9月，中央把四川列为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
德阳成为改革先行先试区之一，再
次引起关注。

德阳作为重工业城市，企业改
革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企改革方
面，深入推进人资分离改革，整合组
建投资额220亿元的建投、产投集
团，完成5000多名国企职工平稳分
流。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全
面推进“三供一业”和家委会分离移
交，完成央属、省属企业社区3万户
近10万人的移交管理。

在民营企业改革方面，德阳实行
“三十七证合一”，率先在全域推进相
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改革，审批提速
70%。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德阳
基本建成现代职教体系，区域内职业
院校达28所，每年可输送高技能人
才4万多名，人才红利进一步释放。

专利质押融资模式、中小企业
商标质押贷款模式在全国推广；幸
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改革经验得到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肯定；
高职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经验入选
四川十大改革转型发展案例……近
年，德阳共发掘改革典型经验案例
150个，其中，二重扭亏脱困、罗江村
民议事会两个案例入选中央改革办
《改革案例选编》。

德阳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深化改革，为实现发展新突
破提供了强大动力。2018年，德阳
全市实现GDP2213.9亿元，首次跨
入两千亿俱乐部，位列全省第三位。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
古蜀文化名城

今年4月15日，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新版宣传口号——“天府
三九大 安逸走四川”。“三”指的正是
古老神秘的巴蜀文明象征三星堆，足
见其在四川文旅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德阳现有28
处风景资源、88处历史文化资源、6处
民俗文化资源。虽名山大川自然资源
不多，但以三星堆为核心的古蜀文化、
以白马关为核心的三国文化以及德阳
这座重工业城市的工业文化等独特的
文旅资源，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如今，德阳众多的文旅资源尚未
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文旅
产业发展仍相对滞后、粗放。为解决这
一矛盾，今年7月25日，德阳市召开了
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为文旅发展擘画
了一张宏伟蓝图——到2025年，将德
阳建设成为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古蜀
文化名城和旅游特色精品目的地。

这张蓝图，由“一核、两带、五区”
组成。

德阳将建设三星堆国家大遗址保
护利用核心区，打造三星堆世界级品
牌。与此同时，推动古蜀文明学术研
究体系建设，加大考古发掘研究及文
物保护展示，提升古蜀文明阐释和利
用水平，建成全省标志性引领性枢纽
项目，辐射引领全市文旅经济发展。

龙门山、龙泉山沿线有着丰富的
自然人文资源。为此，德阳将构建以
什邡、绵竹沿龙门山区域为主体的观
光游览、户外探险、冰雪运动、科研考
察、中医药康养、避暑度假产业带，构
建以中江、罗江、旌阳和广汉沿龙泉山
区域为主体的山地户外运动、田园生
态休闲、水上观光体验产业带。

此外，德阳还将以德孝文化古镇
为依托，建设德孝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区；整合古蜀道、庞统祠、白马关、落凤
坡、诸葛双忠祠等两汉三国秦蜀古道文
化旅游资源，建设三国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区；依托雪茄风情小镇，建设雪茄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区；升级打造中国年画
村、中华年俗村和中国年文化主题公
园，建设年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区；充分
发挥“英雄黄继光”红色文化旅游品牌
优势，建设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区。

德阳距成都仅40多公里，是四川
省内距离成都最近的地级市。如今，
德阳正全力推动成德同城化取得率先
突破，交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成德间已实现动车公交化运行，最快
23分钟便可到达。记者从德阳市交
通局了解到，德阳正加快构建“7高8
快9轨”成德综合交通体系，打造成德

“半小时经济圈”。未来，游客到德阳
旅游将更加方便快捷。

东方风电公司推进新机型批量生产。 刘岗 摄

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到“改革开放高地”

◀中国二重自主
研发制造的世界
最大8万吨模锻
压机。 程果 摄

▲国家AAAA级
景区——三星堆
博物馆。

北纬30度，一条神奇的纬线，串起了玛雅、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以及我国的三星堆和金沙文明。“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929年，广汉县（现德阳市
广汉市）农民燕道诚最先揭开了三星堆的神秘面纱。此后，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无不证实着古蜀国人精湛的“制造”技艺。

历经多年战乱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此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带着发展重工业的使命，来到了祖国大西南的德阳
县。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国家在德阳投入巨资进行三线建设，孕育着一个与东北、上海分工合作的全国第三个“重型机械、大型发电设备”工业基地。

吃不饱饭，穿不上新衣，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广汉向阳乡（今向阳镇），曾一度靠借粮度日。也正是在这里，孕育着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次伟大变革。1980年6
月，向阳率先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了人民政府的牌子。“敢为天下先”的向阳，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1983年8月，地级市德阳应运而生。这些，都赋予了这座年轻城市重大使命——为祖国强大锻造大国重器，为时代发展勇当改革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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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城市新貌。毛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