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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引进全球最大果业企业、

10公里复合绿道和自行车骑游
道、全市最好的村级小学……”
2017 年，省定贫困村——自贡
市富顺县狮市镇马安村一派生
机盎然。马安村以创建“全市
脱贫攻坚先进村、川南脱贫攻
坚样板村、全省四好新村示范
村”为目标，全力推进脱贫攻
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新闻延伸
2017年，富顺县委、县政府

针对贫困村、贫困户致贫原因
复杂多样、贫困人口呈“插花
式”分布状态、贫困程度相对较
深的实际，聚力探索丘陵地区

“插花式”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新思路、新模式，全方位、立体
式、多角度打响脱贫攻坚战，形
成“产业兴、生活美、乡风纯”的
新 格 局 ，在 脱 贫 攻 坚 中 建 立

“161”推进机制，“六大工程”加
快实施，省定19个贫困村5821
人达到退出和脱贫标准。让幸
福的花儿一朵一朵在当地竞相
盛开。

这一年，感觉到幸福的不

仅是脱贫致富的居民，幸福还
惠及到每一个富顺人。2017
年，富顺县社会事业长足发展，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全民健身等方面的一项项
民生工程接连建成、惠民措施
陆续出台，百姓的生活质量日
益提高，幸福持续加码。

教育强县系列工程加快推
进，富顺二中改扩建、衡水第一
中学川南分校等项目主体完
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
家检查评估，教育教学质量稳
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
院、精神病院搬迁投用，乡镇卫
生院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顺利
通过评审。地方文化特色不断
彰显，《乡约·富顺》《中国影像方
志·富顺篇》在央视播出。全民
健身运动广泛开展，成功举办第
九届运动会暨第十三届老年人
运动会。关心下一代工作扎实
有效，评选为全省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社会保
障水平不断提升，9项民生工程、
20件民生实事全面落实。

回望一路高歌猛进成绩单上亮点纷呈
盘点2017富顺县经济发展大事记

不 平 凡 的
2017年已挥手告
别，这一年值得
铭记。“抓了一些
大事，干了一些
实事”，这样的感
受富顺的干部群
众越来越强烈；
干事创业的整体
形象，在外界眼
中越来越清晰。

百 舸 争 流 ，
奋楫者先，千帆
竞发，勇进者胜。

过 去 一 年 ，
富顺县预计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270亿元、增长
8.9% ，全 社 会固
定资产投资 155
亿元、增长22.4%，
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8.5亿元、
增长18.7%，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9%
和10%。

一组组喜人
数据的背后，凝
结着一滴滴拼搏
的 汗 水 。 2017
年，富顺县紧紧
围绕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省市
党代会精神这条
主线，紧盯经济
强县、教育强县、
中等城市和撤县
设 市“ 四 大 目
标”，保持定力抓
发展，苦干实干
促跨越，县域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实现了新
一届县委良好开
局；经济建设、产
业发展、招商引
资等方面结出累
累硕果，不断为
自贡“推动振兴
发 展 决 胜 全 面
小康”注入澎湃
动力。

盘 点 2017，
展望 2018。2017
年，富顺县抓了
哪些大事？又干
了什么实事？通
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实现招大引
强和推进民生工
程三大关键词，
我们来逐一解读
富顺县2017年的
靓丽成绩单。

文体中心。

邹登权调研马安村贡醋产业园。

事件回放
9 月，富顺县入选全省第二批

工业强县示范县
2017 年，富顺县蝉联省“三农

工作先进县”
新闻延伸
转型发展攻坚是一项系统工

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富顺县把产
业转型发展攻坚作为最终目标，正
面补短板、调结构优产业，打出产
业转型的组合拳，提高经济整体素
质和竞争力。

2017 年，全县工业发展势头
趋好，园区新增承载能力1300亩，
年产360万台空气净化器等7个项
目建成投产，辉腾科技成功挂牌

“新三板”，新增规上企业10户、高

新技术企业2户，战略性新兴产业
总产值增长21%，评为第二批省级
工业强县示范县。

服务业提质增效，2个商业综合
体、2个高品质酒店投入运营，文庙·
西湖景区加快建设，自贡灯会富顺
分会场完成景观打造，豆花文化旅
游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新增限上商
贸企业22户，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

现代农业迈出实质步伐，在全
市率先设立农业园区建设促进中
心，建成苗仙湖现代农业示范园核
心区 4 平方公里，海升、德康等产
业基地初具规模，绿色蔬菜等优势
产业巩固提升，粮食总产量保持在
50万吨以上，连续两年评选为全省

“三农”工作先进县。

事件回放
9月30日，2017年富顺现代农

业投资推介会暨中国西部皮具产
业园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现场签
约了中国西部皮具产业园、富顺县
红粱种植收储加工基地等11个项
目，总投资76亿元，并包装推出总
投资约150亿元的农业项目45个。

新闻延伸
2017 年富顺县招商引资力度

空前，县委县政府坚持招商引资
“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不动
摇，出台招商引资引智优惠政策26
条，举办深圳、宁波等招商推介会

16 场次，签约中国西部皮具产业
园、五粮液有机原料粮基地等重大
项目 52 个，到位市外资金 117 亿
元。

在招大引强的同时，富顺县重
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全年实施
重大项目 161 个，完成项目投资
132 亿元，增长 25.2%。落地 7 个
PPP项目，吸引社会资本16亿元；
向上争取专项资金46.2亿元；在重
大项目建设中健全推进机制，组建
六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建立联席会
议、督查考核等制度，项目推进合
力进一步形成。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
任重道远，更须奋鞭策马。在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富
顺县正以高点站位、高线定标、
高效作为，以新时代的使命担
当迈上新征程。

站在新的起点上，富顺县
瞄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突破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8%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以上，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9%、9.5%”目标。

瞄准新目标，如何把“设计
图”转化为“施工图”？富顺县
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举措：富顺
干部群众将以“朝受命、夕饮
冰，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心，
干出富顺力度，跑出富顺速度，
拼出富顺高度。

新的一年，富顺县将全力
实施“九大行动”，聚力经济强
县、教育强县、中等城市和撤县

设市“四大目标”，着力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县域经济
社会持续变貌升位，争当全市
发展排头兵，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富顺县将实施重大
项目引领行动，持续增强发展
后劲；优二兴三提速行动，加快
建设经济强县；教育发展提质行
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县；城市品质
升级行动，加快建设中等城市；乡
村振兴强基行动，加快农业农村
发展；环境治理攻坚行动，加快建
设美丽富顺；改革开放突破行动，
持续增强发展动能；民生改善促
进行动，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民主
法治提升行动，营造和谐安定环
境等“九大行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充满发展
活力的富顺县，正以新目标、新
动力、新作风、新干劲，迈开大步
奋力开创富顺发展新局面！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曹实秋

产业转型用实力打出组合拳A

招大引强发展活力不断增强B

民生工程 持续为百姓幸福加码C

聚焦四大目标
富顺迈上新征程

白云飘过沱三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