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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经济一样，作为国民经
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同样是南
充区域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营山县重庆配套产业园，营
山五四机械有限公司正加班加点
赶制发往重庆的汽车零件。这家
营山土生土长的机械加工企业，先
后与重庆多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
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成功跻身全
国大型车厢制造企业五强。

“背靠重庆当好配角，企业的
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正如该
企业负责人所言，近年来，营山背
靠重庆汽摩产业，积极协作配套，
建成了5平方公里的重庆配套产
业园。目前，已入驻机械汽配及相
关企业10户，年产值超65亿元。

如今的南充，正积极构建“一
主一副、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全
市呈现出“主城三区一马当先、其
他县市竞相发展、全市上下击鼓奋
进”的局面。

“抓县域经济发展，要使特色
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要原动力。”四
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
授许彦认为，发展县域经济的特色
产业，需要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围
绕支柱企业和支柱产业打造和提

升产业链、价值链，增强县域产业
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

这一思路与南充不谋而合。
南充对辖区内每个市、区、县着力
精准定位，要求它们跳出县域看县
域，推进区域协同，下好全市经济
一盘棋。同时，南充把自己放入宏
观经济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放大比
较优势，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借
船出海，借力发展。

南充县域经济发展总的布局
是：顺庆、高坪、嘉陵三区同城发
展，南部、西充、蓬安一体发展，阆
中、南部、仪陇协作发展，营山融入
重庆发展。

总的布局下还有精准定位

——重点支持顺庆区、南部县等地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积极争创“县域
经济发展强县”；支持阆中、仪陇等
地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产业，积极争
创“天府旅游名县”；支持蓬安县、西
充县等地加快绿色发展，积极争创

“生态建设标杆县”；支持高坪区、嘉
陵区、营山县等地加速壮大实体经
济，积极争创“县域经济发展先进
县”、“县域经济发展进步县”。

而新近召开的四川省县域经济
发展大会，再次印证了南充县域经
济发展之路的正确性。大会上，阆
中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市、
区）称号；顺庆区、南部县获全省县
域经济发展进步县（市、区）荣誉。

本届丝博会，不仅是一场单纯的丝绸行
业盛会，也是南充打造全省文化旅游副中
心，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坚定南充人文化自
信的一次生动实践。

4月29日召开的首届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发展大会，赋予了南充文旅事业更加清晰的
发展思路——做响“将帅故里·红色文化”

“历史名城·三国文化”“中国绸都·丝绸文
化”“印象嘉陵·生态文化”“世界古城·春节
文化”五张名片，打造全国红色文化旅游目
的地、东亚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全球丝绸
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
地、世界古城文化旅游目的地。

将帅故里·红色文化
提升朱德故里文化旅游品质，建设张思

德干部学院全国宗旨教育基地，打造客家民
俗博览园、川北客家精品民宿集群，完善马
鞍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旅游服务功能，创建全
国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升张
澜故里文化旅游品质，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
准提档升级。提升罗瑞卿故里文化旅游品
质，建设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整合全市红色资源，推出罗瑞卿纪念馆—张
澜故里—朱德故里—张思德纪念馆红色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

历史名城·三国文化
保护开发相如故城，加快创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争创国家5A级景区。提升西山国
家4A级景区三国文化旅游品质，打响“三国
文化”品牌。提升鹤鸣山旅游景区、三国文
化创意产业园品质，创建国家4A级景区。保
护阆中汉桓侯祠，扩大文化旅游影响。推出
顺庆—高坪—蓬安—阆中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中国绸都·丝绸文化
加快建设六合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创建国家

5A级景区、全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提升嘉陵丝绸
文化主题公园、嘉陵丝绸博物馆，创建全省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加快建设阆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和阆中丝
毯文化创意产业园，创建全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园区。把中国西部丝博会办成国际性经贸和文化盛
会。推出高坪“一园”、嘉陵“一园一馆”、阆中“两园”
丝绸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印象嘉陵·生态文化
整合南充主城区沿江30公里文旅资源，打造“印

象嘉陵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南部升钟湖创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嘉陵天乐谷创建省级旅游度假
区。加快建设嘉陵江夜游、阆中宜华国际康养旅游度
假区、奥宇望和啤酒小镇、清泉文旅小镇、中法农业科
技园、阆中水城、阆中赛城、南部满福坝水城、八尔湖
乡村旅游、西河生态乡村旅游开发等重点文旅项目，
把南充嘉陵江国际马拉松办成世界级品牌体育赛
事。通过文化铸魂、生态打底、交通串联，将嘉陵江南
充段建成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大走廊，推出嘉陵江生态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世界古城·春节文化
推动阆中古城融入“大蜀道”，打造成为核心节

点，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阆中古院落、古建
筑、古街道，提升古城夜游和阆苑仙境实景演出，完善
休闲度假产品体系，进一步彰显文化旅游魅力。把阆
中春节文化博览会办成世界华人的春节盛会，把嘉陵
江国际龙舟赛、阆中古城国际马拉松办成具有世界影
响的体育活动。推出阆中古城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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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六大副中心” 争创四川经济副中心

南充 新思路下谋发展 新丝路上展风采

9 月 17 日至
22日，“2019年中
国西部丝绸博览
会”将在南充举
行 。 本 届 丝 博
会，不仅是全国
丝绸行业的一场
盛会，也是南充
充分展示“千年
绸都”文化底蕴，
全面展现现代城
市综合实力的重
要平台。

新丝路上展
风采，新思路下
谋发展。去年 6
月举行的四川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提出“一干多
支”发展战略，南
充被明确为全川
7 个区域中心城
市之一，由此踏
上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的崭新征
程。

今年3月，南
充市第六届人大
四 次 会 议 紧 扣

“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这一命
题，提出重点打
造 全 省 综 合 交
通、开放合作、工
业经济、现代金
融、文化旅游、科
教卫生“六大副
中心”的全新发
展思路。

半 年 多 以
来，南充人争分
夺秒，焚膏继晷，
全力打造“六大
副中心”，为争创
四川经济副中心
迈出了坚实的第
一步。

丝绸，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
重要贡献，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
表。

南充是一座具有深厚丝绸文
化底蕴的城市，素有“巴蜀人文胜
地，秦汉丝锦名邦”之美誉。西
汉，南充丝绸便成为朝廷贡品；唐
宋，南充“顺庆大绸”饮誉京城，畅
销丝绸之路；“果州之绫”被日本
皇室珍为国宝；1915年，南充丝绸
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进入21世纪，底蕴深厚的南
充丝绸，先后被授予“中国绸都”、

“丝绸源点”、“中国桑茶之乡”、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丝绸
及制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
示范基地”等称号及荣誉，成为南
充内树文化自信，外展城市形象
的重要名片。

在南充积极推进“丝纺服装千
亿产业集群”战略的重要时期，加

快推进“积极创建‘中国丝绸文化
名城’”的发展目标，具有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南充积极开展了弘
扬丝绸文化、宣传南充丝绸等方
面的工作。深度挖掘丝绸文化，
大力发展丝绸旅游，积极扩大丝
绸宣传，为打造“中国丝绸文化名
城”奠定了坚实基础。

走进新时代，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

南充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
点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在中
国丝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
明显优势，在实践“一带一路”倡
议中必将大有作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新近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明确“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
政支持力度，同时统筹整合现有
相关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这为旨
在用好用活丝绸文化资源的南
充，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和发
展氛围。

今年7月，南充市召开文化和
旅游发展大会，明确表示：将坚持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做响“将帅
故里·红色文化”“历史名城·三国
文化”“中国绸都·丝绸文化”“印
象嘉陵·生态文化”“世界古城·春
节文化”这五张名片，打造四川省
文化旅游副中心。

“中国绸都·丝绸文化”位列
五张名片之中，让“中国丝绸文化
名城”的梦想正变得触手可及！

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
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呼之欲
出的“中国丝绸文化名城”背后，
是南充经济社会发展的厚积薄
发，是南充“争创全省经济副中
心”征程中，综合交通、开放合
作、工业经济、现代金融、文化旅
游、科教卫生“六大副中心”建设
的全面发力。

今年是南充建设“成渝第二
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的攻
坚之年，更是产业年、项目年、开
放年，南充人不敢有丝毫懈怠，
正全力为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夯
实基础。

今年上半年，南充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坚定贯彻

落实四川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
部署，紧扣“发展是第一要务，经
济建设是中心工作”主题，扭住

“抓发展首要抓产业、抓产业关键
抓项目”这一关键，深入实施

“155发展战略”，全力构建“5+5”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实施“5+
100”重大工程项目，高效推进重
大产业和项目建设落地，聚焦发
展、聚力发展。

从城市道路改造到金融中心
建设，从招商引资到产业升级，在
这片1.2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无
数个项目汇成了南充城市经济发
展的澎湃动力，成就了“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的生动实践，形成

了南充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稳步
提升的上扬态势。

上 半 年 ，南 充 实 现 GDP
972.92亿元，列全省第5位，川东北

地区首位，稳站四川“第一方阵”，成
为继去年GDP在川东北率先突破
2000亿元后，南充经济持续向好、
稳中有进的又一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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