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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友军

四川企联 胡雪峰 刘建平 余晶晶

7 月 5 日，由四川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

协会联合重庆、贵州、陕西、宁夏、青海等西部

十一省市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

西部企业信息化峰会在成都金牛宾馆隆重召

开。

本次大会由四川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

协会（简称“四川企联”）常务副会长吴显名主

持。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简称“中企

联”）驻会副会长尹援平，四川企联会长、中国

西部企业信息化峰会组委会主任、四川省人

民政府原副省长邹广严，四川省经信委党组

成员、省盐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赵辉，四川省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雇主方首席代表、中

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峰会副主任张国斌，四川

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继郁，四川企联副会长

兼秘书长、中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峰会组委会

秘书长梁勤，重庆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郭庆

华，陕西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段克明，宁

夏企联副会长李克，重庆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龙晓琳，贵州企联常务副秘书长

王昌伟，青海企联副秘书长张海良，四川企联

信息工作委员会理事长何林虎等领导和嘉宾

出席。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四川企联企业家副

会长，市州企联会长、秘书长，四川企联信息

工委副理事长、理事，四川、重庆、陕西、贵州、

青海等兄弟省市的企业家代表，国内外 IT 行

业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记者共 300 多人。

本次大会主题“数字经济，引领智慧企业

建设”。会上首先由中企联驻会副会长尹援平

代表中企联致辞。她指出，参加今天的峰会非

常有意义，这次峰会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企

业间的交流，扩大与其他地区的沟通合作，共

同把握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新的发展机

遇。她还指出，这次会议主题紧扣时代发展，

紧紧地抓住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数字化、

网络化、信息化的“三化融合”的契机，加快

“三化融合”的发展，有助于数字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对实体经济的促进。

四川企联会长、峰会组委会主任邹广严

代表峰会组委会在致辞中指出：西部企业信

息化峰会已连续召开了三年并逐渐成为企业

信息化建设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企

联组织为企业服务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他希

望：企业与企业家抓住信息时代新技术、新业

态、新产业、新产品不断涌现的大好时机，发

扬企业家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把从信

息化峰会上获得的分享智慧与成果带回去，

融入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在未来的企业发

展中频创佳绩。

四川省经信委党组成员、省盐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赵辉在讲话中指出：峰会的召开正

是省企联主管部门的省经信委所支持与倡导

工作的落地之举，务实之举，是贯彻落实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

源化工等万亿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打造西部云计算产业高地，加速推动产业

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次大会分别授予攀钢集团、五粮液、四

川能投等 21 家企业为“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

设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授予李曙光、周清

久等 22 名企业代表为“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

设突出贡献人物”的荣誉称号。同时在会上还

发布了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等多家单位为“中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建

设优秀服务商”。

在本次大会“数字经济”论坛上，来自四

川电信、SAP、四川移动、四川联通、阿里、帆

软、深圳扣钉的信息化专家为参会代表分享

了他们的信息化经典案例和最新的信息化产

品解决方案。

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
设先进单位名单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成都西部物联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四川阆中天然气总公司

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能智网实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四川铁投信息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
设突出贡献人物名单
李曙光 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清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李欣雨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 泽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

计研究所副所长、CIO

周 敏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公司副总经理

徐 斌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首席信息官

谢 海 成都西部物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 军 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苏王辉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总监

柴 勇 四川阆中天然气总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饶 建 四川航天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宇 四川创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智钦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

息中心主任

雷 璨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苏 敏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

中心副总经理

虞文权 四川华东电气集团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周湖伟 四川铁投信息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周道华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构架师

邓 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川省

分公司高级技术总监包希睿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眉山公司副总经理

黄 波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大渡

口水厂厂长助理

洪 昊 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副

经理

中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建设优秀
服务商名单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SAP）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创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达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菲迪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星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扣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法大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好消息！眉山又有大项目签约入驻了！

7 月 5 日，四川眉山市委书记慕新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罗佳明会见了香港亚铝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邝汇珍一行，双方就加

强交流合作进行了友好会谈并一同出席亚洲

铝业西南产业基地暨年产 300 万平米环保铝

模项目签约仪式。

根据本次投资协议，眉山市政府支持亚

洲铝业集团西南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并在公

用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环境，在

项目审批、规划、建设、等方面全力支持，实现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亚洲铝业西南产业基地是亚铝集团西南

唯一的产业基地，以环保铝模、智能铝制爬

架、新型铝屋等三项高科技环保铝制产品为

主。项目总投资 100亿元以上，占地 1000 亩

以上，达产后年总产值 200 亿元以上，年纳税

15 亿元以上，总用工包括安装公司用工共

6500 人以上。项目一期建设年产 300 万平米

以上的环保铝模项目，投资 35 亿元，占地

500 亩，实现生产、租赁、安装全产业链布局，

年产值 100 亿元以上，年纳税 10 亿元以上；

项目二期建设智能铝制爬架和新型铝屋项

目，投资 65 亿元，占地 500 亩，年产值 100 亿

元以上，年纳税 5 亿元以上。

慕新海对邝汇珍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祝贺香港亚铝集团与眉山市合作项目成功签

约。慕新海说，眉山最大的名片是苏东坡、最

大的财富是生态、最大的机遇是天府新区。紧

邻双流、天府两大机场，是四川除成都以外落

户世界 500 强企业最多的市州。过去一年来，

一批国内外优质高端项目落户眉山，如今的

眉山，已成为四川极具活力、极具潜力、极富

商机的投资洼地和开放高地。亚铝集团作为

全球主要铝业集团，拥有亚洲地区最大的铝

型材制造基地。眉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与

亚铝集团的务实合作，将努力为项目建设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努力推动项

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并希望以此次合

作为新起点，不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架起合

作交流的桥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

邝汇珍就集团发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他表示，亚铝集团将在眉山加快投资，建设标

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亚洲铝业西南产业基

地，加快建成环保铝模、智能铝制爬架和新型

铝屋等重点项目，为眉山又快又好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在会见结束后举行的签约仪式上，受眉

山市委书记慕新海受托，罗佳明在致辞中说，

近年来，眉山始终坚持工业强市战略，致力于

打造千亿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是新能源新材

料。此次亚洲铝业集团西南产业基地项目落

户甘眉园区，必将加快实现亚铝集团的西南

产业布局，必将加快眉山打造新能源新材料

千亿产业步伐。眉山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

服务，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

香港亚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毛继业表

示，项目的落户将促进西南铝产业绿色发展，

全面打造中国铝产业的新高地。集团将只争

朝夕、加快推进，努力成为中国铝业领跑者，

为眉山建成新能源新材料千亿产业作出贡

献。

眉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甘眉工业园区

第一书记王光彩，市政府副市长唐宏参加会

见并主持签约仪式。 渊袁丽霞冤

四川省暨成都市
食品安全宣传周
启动

7 月 10 日，“我承诺我践行共治

共享食品安全”2018 年四川省暨成都

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成

都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四川省成都、

泸州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情况，设

置 12331 展台，现场受理投诉举报、解

答群众咨询，展出优秀食品安全科普

作品，并向公众现场演示食品快检、食

品安全谣言实验等。四川新华西乳业

有限公司等 4 家代表企业作出食品安

全承诺。

今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

题为“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

好”，计划从省级、市县、社会等 3 个层

面组织开展活动。省级层面将开展“食

品安全科普基层行”“食品安全五进”

“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并

开设“食品安全小贴士”广播节目和

“食药实说”电视栏目等；市县层面将

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社会

层面将广泛开展面向食品从业者、新

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诚信从业、食品

安全知识普及等教育实践活动。

副省长、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

任王一宏出席启动仪式。

渊潘思雨 郑茂瑜冤

●第三届中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峰会现场

●四川企联常务副会长吴显名主持会议 ●中企联驻会副会长尹援平在会上致辞 ●四川企联会长邹广严在会上作主旨报告

●四川省经信委党组成员、省盐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赵辉在会上讲话

●四川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勤宣读表彰决定 ●四川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雇主方首席代表
张国斌宣读表彰决定

●荣获“2018年度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的企业代表上台领奖 ●荣获“2018年度四川省企业信息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称号的获奖者上台领奖 ●荣获“中国西部企业信息化建设优秀服务商”称号的企业代表上台领奖

总投资超 100 亿元
亚铝集团西南唯一的产业基地落户眉山

7 月 9 日从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第 40
号公告获悉，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

法》规定，四川省川茶品牌促进会等单位申

请对“天府龙芽”等 73 个产品实施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经过初审、专家评审

和公示，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和条

件，准予登记，特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其中，包括 5 个“川字

号”农产品。

这 5 个获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的川产农产品包括天府龙芽、资中血橙、

石渠白菌、乡城藏猪、乐至黑山羊。其中，“天

府龙芽”为四川省省级茶叶区域公共品牌，

以“形秀丽、味甘烈、高栗香”独特品质著称。

渊李淼/文 罗勇/摄冤

四川新增5个国家地标农产品

川茶省级区域品牌“天府龙芽”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