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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C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41 空气质量：优
优：巴中、广元、南充、达州、康定、马尔康、西
昌、攀枝花、德阳、绵阳、雅安、遂宁、乐山、泸
州、广安、眉山
良：自贡、内江、宜宾、资阳

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5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1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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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2087期全国销售
274453796元。开奖号码：04、06、10、24、
28、06、12，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4注，单注奖
金208288元，追加32注，单注奖金166630
元。三等奖230注，单注奖金10000元。
840840031.6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2203 期 全 国 销 售
36857608元。开奖号码：629。直选全国
中奖14018（四川1205）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8090（四川1662）注，
单注奖金173元。43470781.5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2203 期 全 国 销 售
15740516元。开奖号码：62975。一等奖
102注，单注奖金10万元。371264665.8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30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8月
1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白江区获悉，首
列“下诺夫哥罗德-成都-胡志明”国际
班列顺利发车，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驶
向越南胡志明市。

据成都国际铁路港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前期从俄罗
斯下诺夫哥罗德出发，抵达成都国际铁
路港后，再通过成都-钦州铁海联运班
列转运至越南胡志明。该线路的开通
将进一步健全成都国际班列国际货运
网络，有利于吸引更多优质货源，为欧
亚、东南亚地区企业贸易往来提供更广
阔的合作平台，不断扩大成都在亚欧、
东南亚区域的辐射面与国际影响力。

“以前，我们的货物都是从俄罗斯
圣彼得堡经海运直接到达越南，时间
一般需要60至90天。现在搭乘这趟
铁海联运班列，预计全程只要30至40
天，运输时间节省一半以上。”成都大
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该趟班列货
主方）副总经理陈建锋说。

“为满足货主43柜汽车零配件的

高效运输，公司提前制定了列车开行
方案，开辟了绿色通道。班列从北线
满洲里到达成都国际铁路港后，通过
海关监管场进行报关查验，目前这批
货物已顺利踏上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之旅。”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伟琨说，该趟班列的开
行，打通了俄罗斯至越南跨境铁海联
运通道，在“中欧班列”接续“中老班
列”之后，再增加了一条连接欧亚、东
南亚贸易的桥梁，强化了成都贯通亚
欧、东盟国家贸易往来的集散地功能。

中欧班列携手中越班列

成都打通俄罗斯至东南亚跨境通道

首列“下诺夫哥罗德-成都-胡志明”国际班列发车，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驶向
越南胡志明市。 成都青白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龙头企业纷纷落户

乐山“绿色硅谷”发展驶入快车道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7月30日，乐山市五通桥区新型工
业基地内，永祥能源科技一期12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采用
永祥第七代最新工艺技术，自动化、智
慧化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今年以来，随着永祥股份、协鑫科
技、京运通等龙头企业在光伏新能源
领域加码投产，为乐山全力建设“中国
绿色硅谷”添加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作为乐山的头号工程，“晶硅光伏”
被写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中。以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近年来，
晶硅光伏支撑着四川绿色低碳产业高速
发展，成为经济增势强劲的一个缩影。

12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开工
乐山晶硅光伏产业集群逐步建成

骄阳似火的7月，在乐山市五通桥
区的众多工业项目车间里，处处是如
火如荼的生产景象。在四川永祥多晶
硅有限公司精馏车间，各式自动化设
备高效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生产
出来的高纯晶硅源源不断输向全国各
地的下游企业。

据了解，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拟建设20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总
投资约140亿元，占地1800余亩，其中
一期建设于7月30日开工。四川永祥
股份有限公司是上述两家企业的母公
司，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项
目建成后，将是全球单体最大的晶硅
项目，年产值将增加360亿元左右。”

和永祥一样，京运通二期22GW
单晶、拉棒切片项目已于4月在乐山全

面启动，达产后，能在每年5.8万吨硅
棒的基础上，产出约22亿片硅片。

7月21日晚，协鑫科技发布公告，
公司旗下乐山协鑫当日已产出符合单
晶用料需求的高品质颗粒硅产品。据
了解，乐山协鑫颗粒硅项目设计产能
10万吨，是全球首个全新建设运行的

“智慧化”颗粒硅十万吨级单体项目。
“中国绿色硅谷”的发展可见一

斑，以永祥为代表的光伏企业开疆拓
土、不断加料，“硅谷”朋友圈持续扩
大。“随着上、下游配套设施的逐步完
善，四川光伏产业集群逐步建成，随之
而来的是运输成本下降和整体竞争力
提升。”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罗轩说。

“绿色硅谷”发展加速
四川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势强劲

2021年，全国多晶硅产量约50万
吨，占全球产量的七成以上，四川多晶
硅产量则约占全国产量的13%。预计
未来两年，全国多晶硅产能约有一半
出自四川。

截至目前，“中国绿色硅谷”核心
区建成面积已达10.9平方公里，先后
签约落地的晶硅光伏及配套项目15
个，总投资达到600亿元，形成了11.3
万吨高纯晶硅、32GW单晶拉棒切方
和10GW硅片生产能力。

今年上半年，乐山市晶硅光伏产
业实现产值 266.6 亿元，同比增长
382.2%。与此同时，光伏产业链协同
发展的良性生态也在“硅谷”上演。

在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系列政
策的推动下，目前，全球前十强光伏企
业中，已有5家通过直接或参股方式

“落户”乐山。通威、晶科、协鑫、京运
通等晶硅光伏龙头组成了集硅料、多
晶硅、电池片等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
乐山光伏产业集群已处于全球硅材料
的“第一方阵”。

“多晶硅企业一直在不断创新发
展，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必将进一步
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着手布局，避免
不必要的物耗、能耗、劳动力投入。”作
为一名见证四川光伏产业崛起的从业
者和背后的创新者，罗轩表示，乐山以
其优良的营商环境，延链补链，吸引了
众多头部企业入驻，也吸引了业内高
水平人才加入，使“硅产业”不断走向
高精尖发展的道路。

近两年，随着清洁能源行业的景
气度提升，众多新入局者纷纷加入多
晶硅赛道，面对竞争和挑战，罗轩表
示，只有将竞争转化为提升动力，坚持
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产业更加良性健
康，助力四川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
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上接02版）
提高统筹层次也在加快推进。

2022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施。截至目
前，多数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缺，有

利于发挥基金的规模效应，增强支撑能
力。这就在制度上解决了基金的结构
性矛盾问题，困难地区的养老金发放更
有保障，推动养老金制度更可持续。”亓
涛说。

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个人
养老金制度也于今年4月推出。人社

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
确定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城市。

“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托付给
国家管理的‘养命钱’。我们将多措并
举，管好用好养老保险基金、让亿万老
人老有所养。”亓涛说。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