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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时间，四川省推进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省同城化办”）正式揭牌，咬定《指导
意见》中部署的重点任务，成德眉资同
城化发展驶入快车道。轨道上的都市
圈规划完成编审，即将印发；“两环三
射”轨道交通网络加快形成；成资S3线
年内开工建设，计划2024年建成投运。

10月23日，这项重大事业又出新成
果——省同城化办组织举行成德眉资产
业链项目合作集中签约仪式暨2020年成
德眉资“三区三带”产业协作带建设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以项目带动，推动四市产
业合作的要求，再添抓手。成都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省同城化办主任谢瑞武
见证集中签约和启动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签约25个协议开工51个项目
成德眉资共建开放型生态圈

时间回到今年7月下旬，四川省推
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德眉资三市要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强与
成都 14 个产业生态圈的对接，推动组
建一批产业生态圈建设联盟。德眉资
三市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确立以各自
优势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生态圈，成都要
做好协同配合。

紧扣优势互补，以及产业链、创新
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一批全新的产
业链项目合作产生了。

在 10 月 23 日举行的成德眉资产
业链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上，共有 25 个
项目集中签约。“包括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省同城
化办常务副主任尹宏介绍，《指导意
见》明确要求，成德眉资同城化要推进
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现代产业协作
共兴、大力提升协同开放水平、强化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生态环境共保
共治、深化同城化体制机制改革。他
表示，省同城化办始终朝着上述方向，
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以签约的 25 个产业链项目合作

为例，涉及一二三产，具体有稻谷购
销、药材基地建设、猕猴桃产业合作
及柠檬产业项目等现代农业产业链
项目合作协议 6 个，装备制造基地建
设、车辆内饰设计及装配项目等先进
制造业产业链项目合作协议 7 个，金
融服务、网络供应链、知识产权融资
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产业链项目合作
协议 12 个。

参加签约仪式，拿下合作新单后，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董事长姜涛再添信
心，他说：“未来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将
通过整合基金小镇平台优势，通过设
立以细分行业基金加速器为核心，联
合成德眉资区域设立金融产业工作平
台，以产业金融合作为依托，结合成德
眉资区域产业优势，打造区域综合产业
金融服务机制与平台，共建区域产业金
融生态圈。”

同日，2020 年成德眉资“三区三
带”产业协作带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与
签约项目类似，开工项目也分基础设施
类、产业协作类和公共服务类。天府新
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邱旭东在集中开
工仪式上介绍，集中开工的51个项目，
总投资约646亿元。

具体而言，基础设施类项目12个，
投资约 141 亿元；产业协作类项目 36

个，投资约 477 亿元；公共服务类项目
3 个，投资约 28 亿元；其中，位于成德
临港经济产业协作带的项目有 10 个，
包括北河东安临江路工程、凯州新城
中国（西部）5G 智能汽车电子产业园
项目等；位于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协作
带的项目 27 个，包括蓉港青年创新创
业梦工厂及配套项目、液化空气西部
电子材料中心和供应链中心项目等；
位于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协作带的项目
14个，包括成都健康医学中心（未来医
学城）一期、一品天下·乐至城市会客
厅项目。

成德、成眉、成资联动示范
打造“三区三带”产业协作带

记 者 注 意 到 ，早 在 四 川 省 推 进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召开

的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对 2020 年同
城化发展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研究部
署，包括建设“三区三带”产业协作
带。

随后出台的《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暨成都都市圈建设 2020 年度重点
工作任务》（以下简称《任务》），对

“着眼进一步发挥高能级空间载体引
领作用，共建同城化发展都市圈建设
先行示范区”有更细致的要求。尹宏
介绍，“三区三带”是发挥空间载体引
领作用的具体落实，“成都青白江联
动德阳，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协作
带；成都天府新区联动眉山，打造成
眉高新技术产业协作带；成都东部新
区联动资阳，打造成资临空经济产业
协作带。”

尹宏表示，“三区三带”的联动、带
动作用突出。以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协
作带为例，要实现东部新区联动资阳，
推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一区两片”建设，共建成资临空产业
协作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协作带，重
在发挥天府新区国家级新区极核引擎
和引领示范作用，加强与高新区、双流
区、新津区、天府新区眉山片区、仁寿
县、彭山区产业协作共建，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等。

截至目前，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成都都市圈发展规
划、交通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已形成成
果，交通、产业、公服、生态等实施方案
编制完成，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
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一批规划正加快
编制。

市域铁路成德S11线、成眉S5线、
成资S3线和成都外环铁路共建共管合
作协议已经签署；蒲丹路、货运大道等
12 个“断头路”项目开工建设；成德眉
资都市圈日开行动车达90对，9条跨市
公交常态化开行。

尹宏强调，《任务》部署了183项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年度重点工作任
务，接下来省同城化办将对今年的工作
计划，以及所有纳入三年行动的计划，
进行全盘梳理，督促落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熊英英）10月23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获悉，“稳保贷”业务推出至今，全
省法人金融机构运用人民银行再贷款资
金、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转贷资
金、商业银行自有资金发放的符合“稳保
贷”要求的贷款资金已近百亿元，累计支
持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6900余户。

小微企业“稳保贷”业务由省财政
厅、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等部门联动创新
推出，是为支持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推
出的“战疫贷”升级版。“稳保贷”业务实
施后，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积极推动银企
快速对接、精准投放，引导金融机构发
放“稳保贷”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整
体来看，目前全省“稳保贷”业务推动有
序开展，预计总规模可达500亿元。

成德眉资“三区三带”产业协作带再添新成员

51个项目集中开工

我省“稳保贷”落地“满月”
撬动信贷资金近百亿元

10月23日，2020年成德眉资“三区三带”产业协作带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把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支撑性工程、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的牵引性工程”。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并对同城化发展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集中开工仪式现场。

10月23日，记者从四川省民营经
济和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民营经济
办公室获悉，今年1-9月，我省实现民
营经济增加值18900.8亿元，增速从上
半年-1.3%转正，同比增长 1.1%，占
GDP的比重为54.1%。

具体看来，民营经济第一产业实
现 1042.3 亿元，同比增长 1.2%；第二
产 业 实 现 982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其中工业增速为1.3%，建筑业增
速为 1.5%；第三产业实现 8033.0 亿
元，同比增长0.5%。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保持平稳增长。
截至2020年9月末，全省实有民营经济
市 场 主 体 652.93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1.76%，占市场主体数量的97.44%。其
中，私营企业 153.59 万户，同比增长

16.18%，个体工商户489.64万户，同比
增长10.85%，农民专业合作社9.7万户，
同比下降4.9%。新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92.42万户，占新增市场主体的98.21%，
其中新增个体工商户占67.13%。我省全
国民企500强进三退二，达到12家。我
省民企100强入围门槛达到17.15亿元，
比上年增加3.84亿元。

民间投资增速正在稳健恢复。
2020 年 1-9 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 5.1%，比去年同期下降 3.6 个百分
点，但比今年上半年增速高出0.4个百
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
47.3%，较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恢复较快增长。
2020 年 1-9 月，全省民营企业实现进
口额 385.1 亿元，同比增长 17.58%。

全省民营企业实现出口额936.4亿元，
同比增长21.18%。有外贸实绩的民营
企业数达到4516户，同比增长8.4%。

民营经济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截至
2020年9月末，全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为11793.29亿元，同比增长 7.83%，民
营经济贷款余额为 15980.44 亿元，同
比增长11.33%。新增贷款额中民营企
业占比为14.08%，新增贷款额中民营
经济占比为23.08%。有贷款余额的民
营 企 业 达 到 111070 户 ，同 比 增 长
18.52%。对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以
下的小微企业贷款1868.28亿元，其加
权平均利率为5.69%。四川省民营上市
公司达到 80 家，市值达到 9290.75 亿
元。1-9月，全省民营企业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额为270.04亿元。 据川观新闻

由负转正！我省民营经济前三季度增速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