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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产业集聚 扩大开放合作

大竹 打造“两个新高地”

5月12日，在大竹县对外开
放合作暨产业链招商动员大会
上，“抢抓历史机遇，全面融入
‘双城圈’和‘示范区’建设”再次
被纳入该县“核心议事日程”。

近年来，达州市委把融入
“双城圈”、建好“示范区”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和发展使命，明晰了
在新起点推动达州高质量发展
的总体要求和阶段目标，也为大
竹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战略机
遇。

作为“双城圈”和“示范区”
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一直以
来，大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四
川省委、达州市委决策部署，全
面融入“双城圈”和“示范区”建
设，奋力打造川东北渝东北产业
集聚和开放合作“两个新高
地”。今年以来，大竹县引进众
联机电智能终端产业园等25个
重大项目落户川渝合作示范园
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77亿元。

加速产业集聚，以园区建设
为依托，探索“川东北渝东北产
业发展一体化”

在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
区，天宝绿色电源项目生产线、OPPO
检验中心项目、维奇光电石墨烯薄膜
（卷材）生产线、富士电梯生产线等一批
重大项目正在全面推进。

2017年，达州市政府与重庆市渝
北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借助
OPPO公司在重庆建立西南制造中心
的有利契机，在大竹规划市县共建川渝
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并与大竹
经开区“两区合一”，主导产业为电子信
息和智能制造，打造达州与重庆深化产
业合作，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
要平台。2020年园区分别与重庆鱼复
工业园区和渝北创新经济走廊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两地重点及优势产
业在多层面的有机整合与互补，进一步
融入“双城圈”、建设“示范区”。

大竹位于渝广达主轴，地处万达开
南翼，北距达州60公里，南距重庆150
公里，东距万州港176公里，西距成都
350公里，是四川东向开放的“动脉窦”
和达州融入重庆的“桥头堡”，作为“双
城圈”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战略支
点，具有“率先融入、抢先成势”的竞争
位势。大竹境内达渝、南大梁高速，国

道318线、210线呈“井”字形纵横贯穿，
初步形成了“半小时达州、1小时重庆、3
小时成都、5小时西安、5小时武汉”的
通达格局。与此同时，西渝高铁过境大
竹并设站进入报批阶段，建成后将全面
融入国家“八横八纵”高铁网；城宣渝、
大垫两条高速已启动工可编制，大竹—

达州新机场快速通道即将开工，建成后
将进一步强化大竹在川东北渝东北区
域的枢纽功能。

“大竹区位优势明显，以川渝合作
为导向的招商政策相继制定出台，这对
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迅速投产带来
了很大便利。在这里投资兴业，我们有
信心！”在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
区成链集群招商推介会上，一位专程前
来考察的企业业主说。截至2020年
底，示范园区已入驻企业332家，其中
规上企业 98 家，解决就业 11000 余
人。园区实现营业收入320.26亿元，实
现工业总产值211.04亿元。

近年来，大竹县相继出台了《大竹
县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大竹县支持鞋服产业发展的六条措
施》《大竹县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
七条措施》等一系列亲商扶商政策，重
点从财政支持、土地供应、企业融资、市
场拓展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并对外来
投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站
式”贴心服务、“并联式”审批，全面推行

“项目代办制”和“项目限时办结制”，为

入驻企业提供热情高效的优质服务。

扩大开放合作，以协同创新
为主线，共建“川东北渝东北合
作交流大平台”

纵贯大竹、达川、开江、邻水和梁平、
垫江等多个区县的明月山，绵延起伏
232公里，自然生态优越，历史文化深
厚，产业基础扎实，是川东北渝东北和三
峡库区绿色发展的纵深和经济腹地。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历史机遇，在“大圈”中划“小圈”，在“大
势”中谋“大事”，2018年以来，大竹与
重庆梁平、垫江、万州等地多次互访共
商，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共识；
2020年，大竹、垫江等“四县三区”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
范带，纳入川渝合作10个重大平台。
融入“双城圈”和“示范区”建设，打造

“川东北渝东北开放合作新高地”，大竹
已经抢占了先机、赢得了主动。

共建“川东北渝东北合作交流大平
台”，在大竹，除了县级层面，各乡镇也

在主动作为。2020年以来，大竹县观
音镇多次牵头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大竹梁平连接带）协作发展共商共
建联席会议，携手重庆市梁平区袁驿
镇、屏锦镇、七星镇、碧山镇、竹山镇等
重庆友邻乡镇，开展实地考察、研讨规
划，深化协同发展，拓宽协作领域、细化
项目对接，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共
同完善毗邻乡镇农村联网公路及通组
公路体系，让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流动
起来。据了解，目前观音镇已打通断头
路2条，挖通路基11公里，硬化3.5公
里，并与周边的梁平区乡镇达成了基础
设施、旅游开发、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协
作意向。

大竹县强化生态共建，探索建立常
态化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万达开及毗邻
地区实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协同推
进跨省界、市界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及
修复，统筹推进明月山、铜锣山、华蓥山
等生态廊道建设，全力打造生态文明示
范区。强化污染共治，落实“2030年前
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综合实施“控
煤、减排、压尘、控秸、治车”措施，基本
消除重污染天气；严格落实“河长制”，
联动推进跨界河流治理，加快乡镇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管网
全覆盖。

在协同抓好公共服务方面，大竹县
共建共享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完善重大
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优
化乡镇医疗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共
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加快建设历史文化展示厅，建好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青少年素
质训练基地。

面向未来，大竹县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四川省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和达州市委领导干部读书班
会议精神，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答好达州“七问”，奋力打
造川东北渝东北产业集聚和开放合作

“两个新高地”，朝着西部百强县“第一
方阵”的目标奋勇前行。

程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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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绿色电源生产线项目天宝绿色电源生产线项目 大竹县北城新区

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

传承百年奋斗精神
铸就粮油发展典范

凯欣粮油专题系列

汲取奋进力量
交出靓丽答卷

全国商贸流通行业先进集体、中国
百佳粮油企业、中国食用油加工50强，农
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2020重庆制造
业企业100强、中国十佳粮油标杆品牌、
20支菜籽油系列产品荣获“重庆好粮油
产品”称号……这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
不仅是凯欣粮油厚重提气的高质量发展
答卷，更成为激励企业砥砺前行的源源
动力。

在党旗下汲取奋进的力量，赢得生
机勃勃的新气象。近年来，凯欣粮油牢
记责任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加大粮食
科技自主创新力度，深入做好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文章，推进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三链同构”，不断提高企业综
合效益和竞争力。

据了解，凯欣粮油研发团队与江南大
学、西南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高校合作，
新增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研发出适应
市场的新产品，油菜籽适度加工与综合利
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荣获食品领
域“2020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并牵头完成“重庆好粮油压榨
菜籽油”标准等编写工作，共有20个单品
被认定为“重庆好粮油”产品，另有1.8L一
级菜籽油被认定为“A级绿色食品”。

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行模
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企业如何
保持持续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凯欣粮
油充分认识到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
意义，持续进行科技创新，并将其积极地

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中。
“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推进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将陆续实现工业数据的全
面集成、动态传输、实时分析，形成科学
决策与智能控制，提高制造资源配置效
率，企业智能化应用水平。”凯欣粮油总
工程师刘和平介绍，目前，正在建设的智
能立体库将彻底改变简易平房库人工出
入库的现状，实现成品库房无人化操作，
全自动化管理出入库，极大地提升工厂
成品库房出入库的自动化管理水平，数
倍提升仓储中转能力。

实干争朝夕，奋斗正当时。凯欣粮
油还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项目为契
机，围绕全产业链推进智能化升级和科

技创新，并从源头开始，在潼南崇龛镇油
菜籽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农业物联网系
统，实时监控从播种到收割全过程，实时
监测大气、土壤环境。

此外，公司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新
媒体等发展电子商务，强化推进“互联
网+销售”新模式。并依托自身种植基
地、仓储物流、加工能力、销售网络的全
覆盖，建立了行业领先的粮油质量追溯
体系（已实现一瓶一码），实现了从田间
到餐桌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粮油质量
安全信息追溯。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践行国企使命担当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
有企业的“根”和“魂”。凯欣粮油有限公
司党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互
促，围绕“稳市场、保效益”中心工作，以

“市场为导向，效益为前提，质量为根本，
成本为基础”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近年来，公司党委领导作用、党支
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
发挥，为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任务提供了
坚强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组织保证、
作风保证、纪律保证和制度保证。”凯欣
粮油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董事王彦表示，公司党委始终把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为目标，并推出了多种创新举措狠
抓党建工作。

例如开展“测训一体化”系统性培
训、建立“凯欣企业大学”云端学习平台，
实现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云端培训全覆
盖，不断强化队伍建设；扎实开展“落实
条例、提升质量”专项行动进一步夯实基
层组织，并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
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深化运用“四种
形态”、推动“集团机关化”问题专项整
改，全面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020年
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凯欣
粮油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决策部
署，强化组织领导，坚持“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的重要指示，扎实做好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粮油保供工作。据王
彦介绍，从发起稳价保供倡议书到保障粮
油市场稳定供应，从响应政府要求减免承
租户租金到统筹战疫复工双线并进，凯欣
粮油全力以赴保持企业生产经营稳定运
行，为做好“六稳”工作贡献国企力量。

强化党建引领，凯欣粮油在2020这
场大战大考中交出了出色答卷。保供
应，勇当“排头兵”、稳民生，当好“压舱

石”，充分彰显了中流砥柱的使命担当。

深化“三产”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有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更能激发
乡村振兴的新活力。为此，凯欣粮油牢
牢抓住农业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契机，
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更多的资金、
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
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持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凯欣粮油按照“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的思路，发挥“离农业最近、联农民最
紧”的先天优势，在国家级油菜籽生态原
产地保护示范区——潼南崇龛镇打造生
态油菜籽种植基地近万亩，发展订单农
业30万亩，开展绿色优质特色油料种植、
收购、储存、加工试点。并以基地为载
体，与农户建立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利益联
结机制，直接带动2000户农户每年实现
户均增收3000元，订单收购带动3.5万
户农户实现每年户均增收1200元。

同时，凯欣粮油积极与奉节政府联合
打造橄榄油产业扶贫项目，利用奉节13万
亩油橄榄种植基地，发挥“红蜻蜓”品牌、技
术、渠道优势，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
加工当地油橄榄，推出红蜻蜓“三峡之巅”
橄榄油，通过消费扶贫、典型宣传、产销对
接、示范引导等方式，带动小农户、贫困户
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未来，公司将利用数字化工厂的优
势，将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紧密结合，继
续致力于打造全市乡村振兴新样板，持
续增品种、提品质、强品牌，不断延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助推乡村产业
振兴。”王彦表示。

汪正炜
图片由凯欣粮油有限公司提供

在党旗下汲取奋进力量

凯欣粮油 围绕全产业链推进智能化升级

筚路蓝缕不

忘来路，栉风沐

雨砥砺前行。

今年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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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经验和奋斗精

神，汇聚企业深

化改革、创新发

展 的 智 慧 与 力

量，全力推动各

项工作高质高效

开展，为我市粮

食产业形成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树立起

行业典范。

“中国好粮油”油菜籽种植基地

”中国好粮油”储油罐 “重庆好粮油”系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