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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素支撑、产业布局和品牌打造上下功夫

江津 加快建成千亿级消费品工业集聚区

江津具有大

力发展消费品工

业的良好基础条

件。《江津区打造

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行

动 计 划 (2020-

2022 年)》( 下 称

“ 三 年 行 动 ”) 提

出，到2022年，全

区规模以上消费

品工业产值力争

达到500亿元，到

2025 年力争达到

1000 亿元的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的打造

目标。

3 年将至，首

个阶段的目标实

现得如何？

江津工业园区食品（粮油加工）产业集聚区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江小白”致力打造万亩酒庄农场共生的新型酿酒生态

消费品工业示范区建设
交出满意答卷

消费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民生产业
和传统优势产业，是保障和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的重要支撑。
江津是传统的工业大区，立足本地优
势，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高度重视
消费品工业发展，从要素支撑、产业布
局和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打造
重庆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基
本形成“一桶健康油”“一包调味品”“一
张生态纸”“一瓶文化酒”“一篮富硒菜”
等行业性集合品牌，消费品工业总体呈
现经济贡献率高、增速快、结构优等特
点。江津在全市食品、酒水、纸制品、家
居、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影响力越来越
大，带动性越来越强。

3年来，通过推动大创新、创建大品
牌、实现大开放、建设大市场、促进大转
型，江津区打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交出满意答卷，实现全新理念适
应消费市场新变化、创新创意引领新产
品研发、技术升级促进产品品质提升的
良好格局。通过培育消费品工业“一枝
独秀”，推动江津各支柱产业“百花齐
放”，最终让江津工业“春色满园”。

江津有51家消费品企业通过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75家消费品企业入
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库，建立市级创新
平台27家，消费品工业企业注册商标
161件，成功培育地理标志商标（江津枳
壳、江津大茶树）2件。

其间，江津引进山鹰国际、南侨食
品集团重庆生产基地、敏华工业城二
期、顾家家居西南生产基地、杜拉维特
（中国）洁具卫浴基地等一批重量级消
费品工业项目，累计引资330亿元。

“截至今年9月，全区消费品工业实
现产值392.9亿元，预计全年产值将超
过510亿元，消费品产业已跃居全区主
导产业首位。通过3年的发展，主要量
化指标可望全面完成。”江津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绿色与智能成为高质量
发展底色

9月 28日，位于江津永兴镇的江
小白·金色黄庄正式开园试运营。以
农业为主题的四大场馆、八大农耕和
非遗技艺体验项目等，既充满诗意又
不乏童趣，国庆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
到访。这也是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记酒庄”）打造的一个集
高粱种植、工艺研发、酿造贮藏、物流
销售和文化旅游为一体，连接上下游
产业配套的酿酒综合体，企业以绿色
生态化为目标，打造出万亩酒庄农场

共生的新型酿酒生态，被评为重庆市
绿色工厂、智能工厂。

成立以来，江记酒庄成为西南地
区规模最大的清香型高粱酒酿造基地
之一，旗下的江小白系列高粱酒成为
新生代消费群的首选白酒品牌，梅见
青梅酒成为青梅酒品类的代名词，牢
牢占据着品类优势，成为中国国雅文
化的代表，在国内外掀起一股梅酒的
消费热潮。

3年间，江津区不断推进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绿色制造等新一
代产业发展大势与传统消费品工业融
合发展，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数累计
达到70余户，建成玖龙纸业、益海嘉里
等智能工厂6个，华茂纸业、桥头食品等
数字化车间28个，益海嘉里、广州双桥
等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中粮粮油、隐涵
食品等市级绿色工厂7家，认证了绿色
食品184件、有机产品61件、富硒产品
83件。

同时，江津区联合重庆移动建设了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
消费品行业（江津）运营中心，也是成渝
地区首个针对消费品行业提供标识解
析服务的运营中心。

五大基地建设释放集群
效应

今年6月，珞璜临港产业城首届“智
能家居日”活动开幕，吸引了杜拉维特、
敏华家具、顾家家居等近20家知名家
居企业参与，包含近100个知名品牌的
1000余种品质商品。这是江津区新兴
智能及高端消费品示范基地近期交出
的亮眼成绩单，也是江津区打造五大示
范基地，释放集群效应的缩影。该基地
已集聚敏华、顾家、德立菲Duravit等
115家消费品工业企业，其中家居行业
企业85家，正在打造珞璜智能家居产
业园。

品牌强，才有竞争力。通过3年的不
断建设，江津区粮油食品实现规模工业产
值近100亿元，集聚多家“中国品牌500
强”和“中国驰名商标”，已形成以益海嘉
里为龙头的全市最大的粮油食品加工基
地，不断巩固国家新型工业化食品（粮油
加工）产业示范基地这块“金字招牌”。

同时，江津区还在全力打造西南最
大的清香型白酒示范基地、西南纸制品
产业链集群发展示范基地和西南农产
品加工示范基地，呈现出五大示范基地

建设齐头并进、欣欣向荣的态势。

力争2025年建成千亿级
消费品工业大区

“到2025年，全区消费品产业工业
产值达1000亿元，其中规上产值达800
亿元，年均增速18%，占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0%。”江津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江津区消费品工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明确了消费品工业重点发展方
向，包括粮油食品，酒类，纸制品，农产
品加工，智能、高端和健康消费品五个
方面，确定了粮油制品，食品制造，白
酒，果酒等其他酒类，造纸及包装，花椒
精深加工，畜禽、蛋类和果蔬茶加工，陶
瓷卫浴，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特色家
居，其他智能及高端消费品，健康消费
品13个细分领域及相关重点项目。

同时，提出七大主要任务——即坚
持科技强企，推动大创新；实施补链强链，
打造大集群；扩大产品影响，创建大品牌；
聚焦绿色智能，促进大转型；强化质量安
全，助力大健康；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大开
放；联动一三产业，建设大市场。

今年年初召开的江津区工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指出，未来几年，江津将实
施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存量企业“五大倍
增”行动，特别是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联
系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
地、融资人才、上市等重点问题，在粮油
食品、酒水、绿色包装等产业链发力，强
链补链延链，努力培育一批十亿级、五
十亿级及以上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的
消费品工业领军企业。

该负责人表示，江津区将在圆满完
成三年行动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牢牢夯
实基础，坚持工业强区不动摇，把先进
制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将
构建融合成渝地区消费资源的集聚地，
建设全市消费品工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示范区作为定位，围绕各相关平台和载
体特色资源和产业优势，升级壮大消费
品产业集群，着眼于展望既定的远期目
标，将消费品工业作为全区第一支柱产
业持续发力、再下功夫，力争早日实现
千亿级产业发展目标。

唐楸 程雅琦 黄梅
图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种”绿两岸青山“苗”绘锦绣巴渝

市林木种苗站 以“3+2”体系推动种苗林场高质量发展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放眼巴渝绿色版图，一个从搜集

保护到选育生产再到管理指导相结合
的林草种苗体系，正不断夯实林业生
态建设的根基，同时也为市民们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福祉。

近年来，重庆市林木种苗站紧扣
重庆林业“四篇文章”的基础能力建
设，积极构建“3+2”高质量种苗服务
保障体系，全面推动保障性苗圃生产
基地、林木良种繁育基地、优良乡土树
种采种基地“三大基地”高质量发展建
设，着力构建种质资源调查收集评价
利用体系、种苗质量监管服务体系“两
大体系”，持续推进种苗生产和管理现
代化，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发展，奋力开
创林草种苗和国有林场高质量融合发
展新局面。

做好良种壮苗供应保障

近年来，市林木种苗站全力推进
20个市级林业保障性苗圃生产基地
高标准建设，持续推进10个国家和市
级林木良种基地树种结构调整和升级
改造，规范化营建优良乡土树种采种
基地12个，通过“三大基地”（林业保
障性苗圃生产基地、林木良种繁育基
地和优良乡土树种采种基地）联动供
应保障，为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提供
持续性质量优良、数量充足、品种对路
的良种壮苗供应保障。

寒露时节，降雨降温，巴渝大地即
将迎来冬季苗木的最佳栽植时间。

“预计10月下旬，我们将开始向
各镇街、企业及农户免费发放楠木、水
杉、柳杉等多品种苗木，预计数量达
17万株。”渝北区华蓥山林场场长王
强介绍，得益于智能化育苗，今年的高
温干旱天气并未对苗木生长带来影
响，超30万株在圃苗木长势均好。截
至目前，该林场累计培育公益性苗木
250万余株，累计免费发放130万余

株。
华蓥山林场保障性苗圃开展智能

化育苗仅仅是我市统筹抓好种苗保
障、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工作的一个
缩影。截至目前，全市20个保障性苗
圃建成总面积达6456.9亩，每年可培
育良种壮苗逾4000万株。

在江的对岸，依托南岸区明月山
林场建设的国家木荷良种基地，此时
硕果已挂满枝头，即将迎来丰收季。

近年来，该基地成功完成木荷杂
交育种试验，开创了我市生态用材树
种杂交育种的先河，其培育的木荷良
种，已广泛应用于全市生态防火隔离
带建设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除
木荷外，全市各良种基地还在大叶香
樟、马林光、毛叶木姜子、杜仲、桢楠等
多个乡土树种选育上下足功夫，建设
树种由初期的针叶树种为主逐步转变
为针阔叶树种共同发展，良种年产量
稳定在1200公斤以上，良种品种和产
量均得到显著提升。

为顺应新时代林业高质量发展要
求，根据科学绿化、适地适树原则，我
市先后建成青冈、乌桕、黄栌等优良乡
土树种采种基地12个，年采收优树种
子逾1000公斤，可培育壮苗2000万
株以上。与此同时，全市还审（认）定
林木良种123个，自主选育出渝杉一
号、早熟九叶青花椒、静观素心蜡梅等
一批特色乡土良种，累计推广使用良
种苗木超过2.6亿株，推广面积350万
亩以上，推动种苗产业增值上百亿元。

推动林木种质资源应收尽收

林木种质资源是林业生产发展的
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是林木良种选育
的原始材料、树种改良的物质基础。
2019年，首次开展全域性林木种质资
源普查工作，以摸清并掌握全市林木
种质资源家底。

“围绕普查工作我市针对性出台

《重庆市林木种质资源普查实施细
则》，明确了相关普查树种、普查技术
标准及工作要求等。”市林木种苗站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站还邀请成渝两地
专家组成重庆市林木种质资源普查技
术专家组，确定西南大学、重庆市林科
院、四川省林科院等13个专业团队为
普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截至目前，38个区（县）已完成林
木种质资源普查样线调查1623条，资
源 36480 份，调查优良林分标准地
1175个，优良单株10693个，发现珍
稀濒危、疑似新物种、新分布物种423
个，完成标本采集1.92万份。

开展种质资源普查是抓基础，扩
建种质资源库才是拓资源。接下来，
该站还将加快普查成果转化利用，强
化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深度发掘，建
立全市林木种质资源信息数据库，建
设一批区域性种质资源保存库，确保
资源安全和有效利用。

当前，全市共建成国家（市级）林
木种质资源库7个，收集保存桢楠、崖
柏、花椒等优良乡土树种种质资源

2861份，保护桢楠、崖柏等珍稀野生
种质资源近5000亩，形成以原地保存
与异地保存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护体
系，逐步实现应收尽收，为维护长江上
游地区生物多样性提供重要依据。

规范林草种苗经营秩序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通过
监管服务“两手抓”，种苗质量监管服
务体系正逐步成型。

近年来，市林木种苗站加大《种子
法》宣传培训力度，积极引导种苗生产
经营者提高“依法治种、依法用种”的
质量管理意识。对全市2400家持有
林草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单位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构建诚信守法的市场环
境。同时，通过“双打”工作和种苗质
量市级抽查、县级自查、企业自检，强
化种苗质量全过程监管，从严把好种
苗质量关。依法打击假冒林草种苗违
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全市办理林草
种苗案件25起。

激活国有林场绿色发展动能

国有林场作为林业生态建设的主
战场，是森林生态修复和建设的重要力
量，也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重庆持续深化国有林场
改革，在调整岗位设置、规范管理体制、
激发发展活力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

截至目前，全市69个国有林场共
核定编制2405个，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林场场
部全部实现公路直达，322个管护站
全部通水、通电，林场的场容场貌、生
产办公、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国有林场要发展，前提是安全。结
合国有林场改革，全市超过六成区县建
立起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森林资源
日常管护机制，防火公路、防火林道、消
防水池和防火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强，网格化管理逐步实现。

“要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动绿
色发展、增强碳汇能力等方面进行大
胆探索。”国有林场如何进一步激发活
力？重庆积极探索、深化改革、不断创
新，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在森林总量和质量上做加法。借
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国家储备林
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大力开展国有
林场木材战略储备基地、珍贵树种基
地、大径材基地、良种基地建设，同时
有序开展人工马尾松林更新改造，加
大低质低效林、退化林修复力度，注重
培育香化、彩化、美化树种，进一步提
升国有森林景观质量。

在绿色价值转换上下功夫。积极
探索“两山”转换路径，把生态旅游、森
林康养、自然教育等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和绿色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同步探
索全市国有森林资源特许经营，力争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及
优美环境，努力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在融合发展上谋创新实效。主动
扛起种苗融合发展“排头兵”旗帜，大
力推进“国有林场+种苗”融合发展，
撬动和吸引国有企业、社会资本投入，
当前全市已有永川区国有林场、荣昌
区岚峰林场等4个国有林场承担市级
林业保障性苗圃生产建设任务，种苗
林场高质量融合发展势头良好。

王琳琳 马建保 张榆曼
图片由重庆市林木种苗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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