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展望
“转型升级”
助推“振兴发展”

“开放是发展必有之路、封闭式死
路一条。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开放进取
的意识，激发拼抢资源的血性，以海纳
百川的胸襟，勇往直前的气魄，创出一
条开放发展、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
谈及自贡振兴发展之路时，市委书记李
刚的话掷地有声！如今，自贡正以开放
倒逼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在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军民融合发展、
低空领域开放试点等重点领域先行先
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成渝经济区等发展大格局。

面对加快建设国家老工业城市和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历史
机遇，自贡撸起袖子加油干，目标初定：
形成以国道348产城融合带为轴线，自贡
国家级高新区、沿滩工业园区、荣县工业
园区、富顺晨光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
发展空间布局，打造节能环保装备、新材
料和航空与燃机三大产业集群，建成超
千亿研发智造型高新区，重点培育和壮
大化工及新材料、机电装备制造、高铁产
业等主导产业，建成500亿产业园区。

今年4月27日，自贡市人民政府与
省金融工作局等 5 家金融管理机构签
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并与国开行四川
分行等18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授信额度近2800亿元。据悉，为加
快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今年，自贡集
中力量推进12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
3000亿元，其中86个项目具有融资需
求，融资额达1500亿元。与此同时，自
贡整合组建市属四大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撬动”效
应，吸引金融资金等社会资本筹建 20
亿元高端产业发展投资基金、20 亿元
航空燃机产业基金、100亿元城市发展
建设基金等7只基金，加快建设全国老
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不沿江不靠海的自贡，现在除了渝
昆高速、成自泸高速、乐自高速、自隆高
速等多条高速纵横交汇外，还将迎来新
的交通格局：川南城际铁路加快建设，
随着蓉昆高铁成自段的开工，全面融入
国家干线铁路网络，形成川南半小时、
成渝 1 小时、贵昆 3 小时，3—4 小时通
达长沙、武汉、西安等周边省会城市，
8—10 小时通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的快速通道。放开放活，向改革
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向科技要竞争
力！未来五年，自贡将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让自贡这座老工业
城市转型升级势头更加强劲。

到2021年，预计实现“一突破三提
高一翻番”，即：GDP 突破 2000 亿元、
年均增长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以上；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达35%、提
高6个百分点，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60%、提高 6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
达 57%、提高 8 个百分点以上；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
上。紧扣“推动振兴发展、决胜全面小
康”主题，突出统筹城乡、转型突破、追
赶跨越工作基调，加快建设全国老工业
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加快建设西部内
陆融入“一带一路”先行区，加快建设独
具特色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努力建
设城乡一体繁荣幸福新自贡！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罗暄 曹实秋
邓丹 自贡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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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开放倒逼改革创新驱动发展
从“千年盐都”到“腾飞自贡”老工业城市实现华丽转身

2017 年 4 月 21 日，从
北京传来喜讯——国家发
改委等五部委下发《关于
支持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
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建设的通知》，确定全
国首批12个城市（经济区）
建设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自贡作为四川唯一
的城市成功入选。

如今的自贡，全速迈
进、分秒必争！2016年，自
贡认真践行“五大发展理
念”和省委“三大发展战
略”，凝心聚力抓发展，实
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7.7%；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117个，到位市外项目资
金增长36%；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
和9.1%。

站在历史新起点，立
足老工业城市阶段性特
征，在去年召开的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上，自贡确立
了“推动振兴发展、决胜全
面小康”主题，统筹城乡、
转型突破、追赶跨越工作
基调，明确了“三个加快”
发展定位——充分依托产
业、科技基础，加快建设全
国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
范区，推动老工业城市向
现代化城市跨越；充分依
托该市与7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经贸合作基础，加快
建设西部内陆融入“一带
一路”先行区，推动腹地城
市向开放前沿跨越；充分
依托不可复制的“盐、龙、
灯”文化资源，加快建设独
具特色的国际文化旅游目
的地，推动文化资源大市
向文化旅游强市跨越。

如今，全速迈进的自
贡已绘就未来 5 年的发展
蓝图，以昂扬向上的姿态
积极回应“实现振兴发展、
决胜全面小康”这一时代
课题！

对外开放决定着自贡
的前途和未来，但如何开放
发展？对于市委书记李刚
和全市干部群众显得尤为
迫切！

追赶跨越，跳起摸高！
自贡立足自身的基础和优
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集
聚资源、市场、人才、技术，以
大招商大开放促大发展。

2014 年，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与自贡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在航空旅游文
化、通用航空装备制造等方
面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
2015 年，自贡凤鸣通用机
场获省政府批复，签约捷克
轻型飞机制造项目。2016
年9月，首批自贡组装的捷
克SL600型两座轻型飞机
实现首飞，千年盐都终于实

现“飞天梦”。
一飞冲天，再接再厉。

自贡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
2017 年 4 月 24 日，自贡市
今年第五批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大华通用飞机生
产基地项目引人瞩目，该项
目总投资10亿元，建成后，
具备生产直升机、4座固定翼
飞机、8座固定翼飞机及航空
柴油发动机的能力；此前，投
资10亿、年产350架直升机，
意大利斯凯特公司和四川煜
峰公司合作的直升机生产基
地项目刚刚落户自贡。

在蓝天下，自贡向云端
探索发展，“云端效益”飞速
延伸——自贡凤鸣通用机
场预计将在今年 8 月底前
完成建设并申请投入运
营。今年内，将加快引进、

建 设 捷 克 SkyLeader600
型两座轻型飞机项目的步
伐。瀚宇科技航空与燃机
零部件制造项目、意大利直
升机生产基地项目、中国民
航飞行学院自贡分院项目
等正抓紧建设。

目前，自贡已成为全省
航空与燃机产业“1+3”发
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加快建设西南航空与燃机
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西部
航空与燃机新材料研发应
用基地，西南通用航空飞机
组装、服务基地。

除航空产业日新月异，
一批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也
纷纷落地，31 亿元的天非
尼迪低速电动汽车项目；近
80 亿元的“COF 载带+驱
动IC”（覆晶薄膜）项目，电
子信息产业实现“从无到
有”；31亿元的恐龙王国公
园项目……优良的投资环
境、优惠的招商政策，美丽
富饶的土地、热情好客的主
人，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企
业纷纷前来落户。去年，自
贡新签约 1 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 117 个，增长 30%；总
投 资 661 亿 元 ，增 长
154%。全年到位招商引资
市外项目资金697亿元。

今年 1 月 10 日，全国
友协2017年新春招待会暨
自贡灯会全球推介活动在
北京举行。自贡发布环球
灯会行动计划：未来五年
内，自贡将在国内外100个
城市举办至少 100 场次灯
会，推动自贡灯会成长为

“环球灯会”；自贡将开展
“华灯耀丝路”专项行动，以
彩灯为桥梁，推动自贡乃至
四川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人民的文化交流，其中，
2017 年的 G20 论坛期间，
自贡彩灯将点亮德国汉堡。

“中国彩灯的魅力让全

世界观众倾倒！”从过去的单
纯卖灯到如今借力“一带一
路”倡议走出去办展，自贡彩
灯企业迅猛发展，从最初10
多家，发展到500多家。如
今，全球有灯会的地方，95%
都与自贡这座城市有关。

未来五年，自贡要做的
还更多，将充分挖掘不可复
制的“盐龙灯”文化资源，强
化名牌精品和大项目带动，
将以建设“全球彩灯节庆文
化中心”为目标，着力打造
中华彩灯大世界，这是世界
唯一的、独具特色的大型彩
灯文化旅游项目和国家5A

级景区，并以此为核心，建
成一个5平方公里的“彩灯
小镇”，成为中国观赏彩灯
的旅游目的地；打造串联盐
文化遗迹遗存的精品旅游
线路，延伸盐疗养生、盐帮
美食等旅游链条，建设国际
井盐文化博览园；依托世界
地质公园品牌和恐龙群窟
资源，打造中国的“侏罗纪
公园”，建设国际恐龙文化
旅游区……实现自贡向品
牌全球化、业态多元化、服
务精品化的文化旅游强市
跨越，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
文明交相辉映的魅力都市。

新跨越“千年盐都”到“腾飞自贡”

新视野“自贡灯会”升级“环球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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