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情“绿色引资”坚持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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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巴高速一路向
东，进入巴中境
内第二站——柳

林镇出高速，一大片整齐
整齐划一的标准化厂房出
现在眼前，宽阔平坦的园
区道路上车辆来往穿梭，
这就是恩阳区食品工业
园。吸引了四川好彩头食
品公司等多家知名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入驻。
坐落于恩阳观音井镇和下
八庙镇的万寿养生谷，风
格独特的巴山民宿沿着一
湾绿水，在高低起伏的浅
丘里错落有致。这里绿波
荡漾，清风徐来，杨柳拂
动，让人心旷神怡。恩阳
通过回引创业，这个昔日
的贫困村，如今变身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远
近闻名的“明星村”。

五年来，恩阳区开放
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大，但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立足绿色、生态这一最大
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招
商引资，对破坏生态环境
的项目坚决说“不”。把青
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的同
时，让天更蓝、水更清、草
更绿。

沿 “恩阳的山水为
‘好彩头’品牌加分不少”

2018 年 4 月 24 日，恩阳区万寿养生谷风
景区，“巴山民宿”品牌正式对外发布，巴中市
又多了一张文化旅游新名片。景区内的“张家
院子”被评选为巴中市“巴山民宿”并授牌。

“张家院子”主人张云生，土生土长的万寿
村人，曾经在西安从事建筑行业。2014年，事
业有成的他，看见家乡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
厚实的文化底蕴，认为万寿村发展乡村旅游得
天独厚，萌生了将传统夯土老屋（土坯房）改造
成为带有川东北农耕文化特色民宿的想法。

说干就干，通过回引创业平台，张云生踏
上了回乡创业之路。万寿湖周边有多幢土坯
房，张云生决定先改造自己老屋，通过示范引
领扩展到全村。他把村里的长寿养生文化融
入到民宿体验中，传统的地道特色农家美食，
加入冰菜、观音菜、苦菊、黄秋菊等野菜和中药
材，通过特殊的烹饪手法，成为张家院子最隆
重的待客之道。

“张家院子”的名声不胫而走，每逢周末游
客盈门，周边南充、达州、广安游客也慕名而
来。由土坯房改造而成的“湖畔人家”、“ 竹景
民居”等相继开门迎客，与优美的自然风光相
得益彰。

舟行碧波上，漫步青石桥，体验采摘果实
的乐趣，品尝一壶万寿烧春的醇香，坐在湖边
静静的垂钓，或是和孩子种上一棵小树，夜宿

“巴山民宿”……足以让游客在万寿湖可以停
留一整天时间。

据张云生介绍，目前，万寿村内还有十多
户民居正在改造之中，建成后，房屋所有者可
以自营、合作经营或对外招租，“巴山民宿”将
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随着万寿养生谷发展民宿经济的红火，
更是带动附近安居村、凤凰包村、钱库村三
个村子的产业和旅游发展，让乡村更美，让
村民获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沿成巴高速进入恩阳，“山水恩阳 绿色天堂”
的广告牌分外醒目。绿色、生态，正是全国知名
食品生产企业——福建“好彩头”入驻的最大吸
引力所在。

2016 年 4 月 25 日，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四
川好彩头食品生产基地在恩阳工业园开工。“好
彩头”董事长陈忠实说，“好雨知时节，‘好彩头’
在巴中的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陈忠实透
露，好彩头西部基地其实有好几个选项，最终落
户巴中，因为妻子是巴中人，这些年他也多次到
巴中，亲眼目睹了巴中的发展变化，巴中区位优
势很明显，可以辐射周边的重庆、陕西、甘肃等
省份，这对公司拓展西部市场十分有利。第二，
恩阳投资环境良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亲临公司洽谈投资事宜，规划的食品工业园起
点高、配套全，又紧邻成巴高速公路，距离巴中
机场也仅几公里车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巴中山青水秀，无污染，这种环境里生产出
来的食品，消费者当然更放心，自然，也为好彩
头的品牌加分不少。

签约两年多来，四川好彩头食品生产基地

现状如何？2018年5月20日，华西都市报记者
再次造访。生产车间内，宽敞安静的生产车间
内，品类繁多的“好彩头”食品渊源不断地从生
产线上走下来，经过严格的品检和精心包装好，

“恩阳造”好彩头食品，通过厂门口排成长队的
汽车，到达全国各地市场。

据四川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白啟文介
绍，企业分三期建设，总投资16.5亿元，2017年3月
28日，一期建成试生产，日生产100多吨，解决了20
多位贫困户就业。“项目进度高于预期，这与工业园的
热情服务是分不开的。”白啟文说，项目落地之日起，
食品工业园就派了3名工作人员专门协助，协调办理
相关手续，把控工程质量，督促工程进度。恩阳区还
成立了项目攻坚小组，将骨干力量整合下沉到项目
前线。

白啟文认为，恩阳的青山绿水，将极大提升
好彩头的品牌效应，2016年12月，好彩头集团
总部从福建晋江迁移至巴中恩阳，2017 年 4 月
17，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正
式启动。“未来全国的五大基地中，西部基地最
大、最先进，效益也会最好。”陈忠实当初的愿景
正逐步变为现实。

返乡创业
土坯房变身“巴山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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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好梧桐树
夯实发展基础

从巴中市区出发，十多分钟即抵
可达恩阳城区。作为巴中“一体两翼”
城市空间布局的“西翼”，恩阳地处成
渝西几何中心，一小时通达广元、汉
中、达州、南充，三小时通达成都、重
庆、西安，是巴中西向南向的桥头堡，
随着巴中市“148”（1 个机场，4 条铁
路，8条高速）立体交通新枢纽的构建，
该区即将融入成渝西一小时经济圈。

如何利用好恩阳独特的区位优势，
建设好巴中的西部“封面”？建区伊始，
恩阳决策者确定了“四新恩阳”建设目
标，将投资拉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引擎，并将环境建设放在首位。

“科学选苗，精心种树，栽好梧桐
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关于投资环境，
恩阳区委书记梁津华有这么一句形象
的比喻。

如何招商，招什么样的商？五
年来，恩阳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针对
食品医药、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现
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以及事关
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编制项
目共计 10 余批次 260 余个，制作专
题招商专案 30 份以上。先后聘请四
川农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专家
来该区实地调研，对每个项目进行
论证、优化，进一步夯实了招商引资
基础建设。

引来凤凰栖
众多名企落户恩阳

恩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清平多次
指出：“项目是推动新区开发建设的根
本，各级干部始终要将招商引资摆在
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位置，积极拓宽
招商引资视野，及时转变招商观念，主
动争取、积极对接，努力打造招商平
台，不断加大招商力度，务实创新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

谋定而后动。恩阳主动出击，敲
门招商，全民招商。

据恩阳区投资促进局一负责人介
绍，仅在 2017 年，恩阳就充分利用各
种平台活动宣传推介恩阳的投资优
势，先后参加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渝
洽会、西部投资大会、农博会、第五届
巴人文化艺术节等省、市重大平台活
动，签约项目41个，签约金额81.61亿
元，现已全部履约并开工。四川旅游
投资集团、四川交通投资建设集团等
知名企业相继落户恩阳。

五年来，恩阳“四大班子”领导带头
对重点目标企业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
洽谈，先后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等地开展小分队精准对接招商53次，
对接洽谈食品药品、商贸物流等企业70
余家，共签约项目 16 个，均已落地开工。

如今，在恩阳大地上，投资者纷至
沓来，形成了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喜人
态势。

五年再出发
多方发力续写精彩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审视过去五年的成绩，恩阳区投资

促进局负责人表示：“招商引资，招是手
段，落是关键。为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恩
阳，我们一直致力于优化投资环境，打
造独具恩阳特色的服务品牌。”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恩阳先后出台《巴中市恩阳区投资
鼓励办法》、《恩阳区重点企业政务服务

“绿色通道”暂行办法》等。项目一签
约，恩阳就坚持“一对一”跟踪对接服
务，建立企业问题台账，及时协调区级
部门研究签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瓶颈，
将“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落到实处，
切实解决好项目落地建设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确保签约项目及时建设投产。

今年以来，恩阳区深入开展“作风
建设年”活动，企业发展的“中梗阻”被
列入重点整治内容大力整治“中梗
阻”。邀请区内重点企业负责人，以

“企业发言+填写问题线索征集表+职
能部门现场认领整改”的方式，深入了
解企业遇到的“中梗阻”问题，相关职
能部门现场“认领”问题，并“点对点”
反馈承诺。

“区委区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
诚意，令我们很感动，恩阳发展的信心
也更足了！”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罗轩

夏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巴中妇女儿童医院项目正如
火如荼建设。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在川内市州落地的第二个项目，该院建
成后，将辐射包括恩阳周边1000余万人
口；5月22日，广东省中医院与恩阳签约
建立医疗联盟。恩阳百姓不用去成渝，就
能在家门口享受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毗邻成巴高速公路的恩阳食品工业
园内，四川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正开足马
力生产，一辆辆大型货车在工厂外排成长
队，将恩阳产“好彩头”食品渊源不断运往
全国各地。

与恩阳老城区一河之隔的曾家坝，
曾是一片荒山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奔流千年的恩阳河畔，一座现代化新
城拔地而起。

……
暖风润雨，草木葱茏。五月的恩阳

大地活力涌动。
“没有开放，就没有恩阳的今天；没

有合作，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恩阳区委
书记梁津华说。2013年6月建区伊始，恩
阳区委区政府将发展列为第一要务，把招
商引资作为第一要事，不断优化投资环
境，截止2017年底，全区落地招商引资项
目200个，总投资566.3亿元 ，实现到位资
金281.48亿元，其中竣工项目119个，投
资总额 176 亿元，到位资金160.35亿元，
占总到位资金56.78%；省级平台签约项
目72个，投资总额 196.39亿元，到位资金
155.76亿元，占总到位资金55.18%。

短短五年间，年轻的恩阳成为颇受
投资者青睐的投资洼地，在第七届C21论
坛上，恩阳荣获“四川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荣誉称号；开放合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助推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恩阳
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县域经济发展先
进县”。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与巴中市合作办医签约仪式。 恩阳区投资推介会大场景。

位于柳林食品工业园的四川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

生态巴中 山水恩阳
筑巢引凤谋发展 百花齐放春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