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引资做好增量文章的
同时，转型升级调优存量也取
得了积极进展，动能转换的步
伐不断加快。“广交好友、广聚
英才，不断扩大‘朋友圈’，让区
域合作的大门越来越敞亮。”内
江经开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
说。

7 月 3 日上午，重庆双桥
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守华
率队到内江经开区考察，考察
结束后，双方进行了“重庆双
桥经开区·四川内江经开区产
业园区协同发展”签约仪式，
标志着两大经开区从此互通

“朋友圈”。
双桥经开区与内江经开区

产业园区协同发展签约，是推
动内江经开区产业加速聚集的
重要体现，也是落实川渝合作、
推进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与
重庆双桥经开区的签约是内江
经开区拓展区域合作、对外开
放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内
江经开区主动对接省内外国家
级开发区，促进产业、技术、人
才交流合作，已取得明显成效。

据悉，内江经开区已先后
与合肥经开区、临港经开区等
省内外 10 个国家级经开区签

订合作协议，其中与遂宁经开
区合作共建台商工业园合作推
进园区对外合作的整体性建
设，扩大承接台商的跨度和适
应度，开展联合参展，共同开拓
境外市场。

内江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提
出，支持内江经开区建设西部
地区极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江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陈伟全说，西部地
区就是要求把经开区放在整个
西部地区去定位、去对标。

极具活力，就是要着力在
创新创造、深化改革、开放合
作、干部人才、体制机制、市场
主体、政务服务等方面激发活
力。极具竞争力，就是要在主
导产业、政策条件、区位交通、
营商环境、金融体系、生态环境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较强竞
争力，擦亮国家级经开区这块
金字招牌。

现在，一个个大项目、好项
目相继在内江经开区落地生
根，区域合作的“朋友圈”不断
扩大，彰显了内江对外开放的
决心，奏响内江高质量发展的

“进行曲”。

新产业
新业态
新动能

正不断壮大
▶近年来，内江经开区逐

步形成了以汽车及零部件、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主导，现代
服务业为辅的“3+1”特色产业
格局。

▶今年1-7月，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速10.8%；规模工业
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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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全域经济“进行曲”
内江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底气从何而来？

06

内江是全国老工业基地，
具有发展机械汽配产业的独特
优势。内江经开区作为内江该
优势的中心区域，合理利用自
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将传统
机械汽配产业越做越强，逐渐
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强大传统
动力。

作为内江汽车零部件领域
的领头羊之一，内江金鸿曲轴
的产销量已连续多年全国第
一。在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进度，
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这已成
为金鸿曲轴的常态。除此之
外，雨田机械、富晟机械等企业
也共同努力打拼，让“内江曲
轴”名满国内市场。

而这正是内江经开区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名牌发展
战略的成果之一。

为了稳步开展“质量强区”
战略，内江经开区今年出台了

《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暨建
设 质 量 强 区 2018 年 工 作 计
划》。内江经开区质监分局立
足实际，长远规划，开展质量品
牌“十大工程”，踏实做好省名
牌产品和市政府质量奖的培
育、申报工作，今年已确立了以
大尔电气为代表的5家企业为
第十三届四川名牌产品培育企
业。近年四川名牌企业12家，
新增制造业名优品牌9个。四
川省知名品牌示范区预计年内
获批，金鸿曲轴正创建中国驰
名商标，富乐德、基元生物等4
户企业正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申请专利86件，高新技术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占规模
工业总产值67%、41.8%。

“到 2020 年，培育名优品
牌 16 个，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
高、在行业中具有较强影响力
的名优品牌。”内江经开区质监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加快经开区的经济发
展，招商引资是一个重要抓手，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如何做好招商引资这篇增量文
章？一直将招商作为“生命线”
的内江经开区有着自己的做
法。

8 月 28 日，一个好消息从
内江经开区传来，“欧洲最大汽
车曲轴公司落户内江经开区，
项目年产高端曲轴 60 万件！”
当天，中德合资年产60万件高
端曲轴生产线项目签约暨福伊
尔动力曲轴（四川）有限公司揭
牌仪式在内江举行。该项目总
投资3亿元，将新建2条发动机
曲轴生产线，预计 2020 年投
产。

“此次签约标志着内江汽
配产业开始从中低端向中高端
迈进。”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德合资
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内江落实
省委“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
略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内江
汽车配套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
高端的一次重要转折。

值得一提的是，内江经开
区在高端制造业项目方面，除
了“福伊尔动力高端曲轴生产
线”项目外，还有“内江高效节
能输变电成套设备制造基地项
目”。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4
亿元，用地面积160亩，预计将
建成目前四川规模产值最大、
技术设备最先进、综合实力最
强的高效节能输变电成套装备
制造基地和龙头企业。项目建
设期一年，建成投产后，三年内
可实现年产值 3 亿元，年利税
4000 万元，增加就业 120 人以
上。

而这只是今来内江经开区
在招商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
来，经开区在精准招商这方面
下了大力气，包装‘四新一大’
项目25个，区主要领导带队外
出招商 20 次，招商引进项目 9
个，协议总投资额31.91亿元。”
内江经开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正对接首创集团博
俊公学、中亚吉特 ANG 吸附
剂生产基地等项目 9 个，总投
资21亿元。

临近入秋的内江，凉爽宜
人，丝毫不见高温下的颓废之
气，走在内江经开区，一个个传
统工业园区正迸发出独特活
力，创新驱动已成为内江经开
区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说起内江经开区创新驱动
的成果，就不得不提到金鸿曲
轴。2015 年 8 月，金鸿曲轴整
体搬迁进入内江经开区，自此，
金鸿曲轴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
道。2017 年，公司全年累计产
销曲轴同比增长16.9%；实现产
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7%，这
是其近 5 年来增长最快的一
年。“今年的目标是，产销曲轴
200 万件、完成销售收入 6 亿
元，目前来看有望实现较大突
破。”金鸿曲轴相关负责人表
示。

金鸿曲轴的高速发展就是
内江经开区近年来创新驱动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内江经开区逐步
形成了以汽车及零部件、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为主导，现代服
务业为辅的“3+1”特色产业格
局。1-7 月，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速10.8%；规模工业企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 23%；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23.4%；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8%，

探究成绩背后的原因，我

们不难发现，为了加快产业创
新驱动提质增效，内江经开区
做了一系列工作。通过数年的
努力，内江经开区已建成省级
高新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信
息安全产业示范园、内江师院
区校合作产业园、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电子商务产业园“一心
四园”，创新联盟、科技孵化器
等创新服务平台24家，签约入
驻各类企业70余户，中介服务
机构 8 个。园区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建成国家和省
级创新平台13个，培育中华老
字号企业 1 家，创建省市著名
（知名）商标13枚。

目前，已建成金鸿曲轴、
汇宇制药等 6 个省市工程实
验室、建成效率源、九阵等 5
个省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成恒通制药、梓橦药业等 18
个省市企业技术中心、建成大
信工贸、凤凰煤机等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6 个、在浩物机
电建成国家级曲轴认证中心，
在效率源建成电子数据司法
鉴定所……

登 高 以 望 远 ，纲 举 则 目
张。未来，已然打开画卷。在
内江经开区广阔的土地上，高
质发展正引领创新，新产业、新
业态、新动能正不断壮大，创新
高地悄然形成。

招商引资增效益
引进项目9个总投资额31.91亿元

扩大开放添活力
与省内外10个国家级经开区合作

培育品牌促发展
获批创建“全省知名品牌示范区”

围绕产业抓创新
裂变升级这里是产业提质的沃土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马梦飞 内江经开区供图

恒通动物制药厂区总图。

梓橦宫公司大门。

金
鸿
曲
轴
。

梓橦宫药品生产线-胶囊充填。

金鸿曲轴车间。

中德合资“高端曲
轴生产线”项目签约。

1至7月，全区GDP增长8.8%；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0.8%；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9.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4%；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1.8%；社消零增长14.7%；招商引资到位市外资金增长12.3%……

翻开国家级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内江经开区”）上半
年的经济“答卷”，几大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列全市前列，跑出了经济增
长“加速度”。这份答卷为何能拿下高分？招商引资增效益、扩大开
放添活力、培育品牌促发展、围绕产业抓创新，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走进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经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
展。那么，内江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