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EPRENEURS' DAILY

Sichuan Enterprise 川企 5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四 编辑：张宇 美编：张彤

锦酱房助力南充嘉陵区
打造
“世界长寿乡”
品牌
姻 本报记者 何沙洲
为发展嘉陵区老年事业，挖掘嘉陵区老
年文化、长寿文化，宣传长寿品牌、服务长寿
经济，打造具有嘉陵区特色的长寿品牌，9 月
30 日上午 9 时，四川南充市嘉陵区“2019·长
寿文化月”活动在嘉陵会堂隆重开幕。嘉陵区
政协主席白青云，市民政局党组成员许景平，
嘉陵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郭红英，嘉陵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唐发国，副区长申庆超等出席
开幕式。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12 日，继海南澄
迈、海南万宁、海南岛、湖北钟祥、广西河池、
广西贺州、广西浦北之后，嘉陵区成为联合国
授予“世界长寿乡”称号的中国第 8 个世界级
长寿地区。
开幕式上，嘉陵区十大长寿明星、十大长
寿之家、十大长寿夫妻、十大敬老之星、十大
长寿之村代表纷纷登台亮相。
上 午 9 时 20 分 ，白 青 云 宣 布 嘉 陵 区
“2019·长寿文化月”
活动开幕。
嘉陵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郭红英在致辞
中代表嘉陵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所有老年朋
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愿，希望全区上下继
续发扬尊老敬老优良传统，让所有老人都能
安享幸福晚年。
为促进嘉陵区健康养老服务业发展，打
造嘉陵区“世界长寿之乡”品牌，开幕式上，四
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现场捐款 2.5 万元，同
四川永越服饰有限公司、五福堂颐养院、大蓉
和酒楼共向嘉陵区慈善总会捐款 11.5 万元。
白青云、许景平、郭红英、唐发国等为新
评选的十大长寿明星、十大长寿之家、十大长
寿夫妻、十大敬老之星、十大长寿之村颁发奖
牌及慰问金，并为在 9 月 29 日举行的长寿乡

四川计划到 2022 年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 4500 万亩

合调味料”
、
“火锅底料”
“酱腌菜”等系列调
、
味制品、蔬菜制品为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化
综合性龙头企业。5 年前，锦酱房味业集团到
嘉陵区投资建设了占地面积 50 亩，厂房及附
属设施建筑面积近 2 万平方米，拥有 6 条全
封闭式四川辣酱、油辣椒、牛肉酱、辣椒红油、
火锅底料、复合调味料生产线及两条酱腌菜
生产线的调味品深加工基地，依托当地“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二荆条辣椒的资源
优势及嘉陵区“世界长寿乡”的自然条件，结
●白青云宣布嘉陵区
“2019·长寿文化月”
活动开幕 ●嘉陵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寿乡
合锦酱房品牌创始人杨晓飞 20 多年来在贵
州、四川辣酱企业沉淀的独特炒制工艺和配
方工艺，对“锦酱房”系列产品进行了一系列
升级创新。通过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有
机结合，使“锦酱房”、
“百年鹃花”这一尘封数
百年的传统工艺、配方在锦酱房人的努力下
重放异彩、香飘万里，形成中国“四川辣酱”独
特的产业发展优势。
●受到欢迎的锦酱房香辣酱选用嘉陵区原材料
自古民间就有“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
●四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飞致辞
豆”
、
“
要长寿，多吃豆”等关于大豆的养生谚
长寿宴菜品大赛中获奖者颁奖。
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南充大蓉和酒楼董事
语。锦酱房四川辣酱就是甄选来自于
“世界长
开幕式结束后，嘉陵区民政局主办了 长于烈阳，四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寿乡”的二荆条辣椒及大豆，以“锦酱房风味
“2019·长寿文化月”活动开幕式文艺演出，来 杨晓飞分别致辞。
豆豉”为主要代表产品。此次长寿宴上，每一
自区文化馆、区老年大学的演员们表演了《芦
从传统名小吃到酒店精品菜肴，被各大
桌上摆放的“锦酱房风味豆豉”成为大家喜爱
花》
《我的祖国》
《敬老孝老好风尚》等文艺节 厨艺高手充分融入孝文化、三国文化、丝绸文
的佐餐美味。
目。中午，嘉陵区民政局在大蓉和举办长寿 化等嘉陵元素，60 余道美味经专家评委团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材。”
杨晓飞说，
嘉陵
宴，
祝福老年朋友们健康快乐。
场品鉴打分，最终 20 道养生菜品脱颖而出，
在 9 月 29 日举办的嘉陵区“长寿之乡”
菜 获评“长寿菜品”
金奖 4 个、银奖 6 个、铜奖 10 区有优质的二荆条辣椒、大豆、菜籽、花椒和
羊肚菌等自然资源，为锦酱房香辣酱提供了
品评选大赛上，来自嘉陵本土的碧桂园凤凰 个。嘉陵江大酒店“野生鲫鱼丸子汤”
“养生石
举办嘉陵区“2019·长寿文
酒店、
大蓉和、方锅盔、
大通热凉粉、嘉陵江大 锅豆捞鱼片”、大蓉和酒楼“嘉陵江脆皮鱼”
、 质量保证。他表示，
酒店、曹记轩等 30 余家餐饮企业的 100 余名 曹记轩酒楼“养生长寿汤”四件作品斩获长寿 化月”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美食
中探寻“世界长寿乡”长寿奥秘，并在活动中
厨师各显神通，现场制作 66 道“拿手菜”参
宴菜品金奖。
赛，邀请南充餐饮界泰斗、资深人士、消费者
制作美味食品，需要美味调料。锦酱房味 感受传统的孝德文化，有助于嘉陵区的长寿
代表担任裁判员，为每一道菜品给予公平公 业的香辣酱深受大厨师傅和现场观众们喜 文化资源成为走向全国、世界的一张名片，锦
开公正的评判。
爱。据了解，锦酱房味业是西南地区集种植、 酱房将借势致力打造中国最好的“四川辣
酱”。
嘉陵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红英，南充 研发、生产、销售“四川辣酱”
、
“油辣椒”
、
“复

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门槛

四川民营经济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今年二季度，四川省新增民营经济市场
主体 29.9 万户，
环比增长 57.5%。截至二季度
末，四川省市场主体数量达 581.4 万户，其中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 565.6 万户。
一组数据，浓缩今年四川省民营经济发
展的蓬勃动力。
去年底，四川省出台《中共四川省委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
见》。第一条就是要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门
槛。提出要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
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
即入”普遍落实。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
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打破“卷帘门”
“玻
璃门”
“旋转门”，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各类门槛，取消和减少
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附加

条件。着力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
压缩投资
项目审批周期和企业开办时间。推行企业名
称和住所申报改革，实施企业名称申报承诺
制，
放宽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推广
小微企业集群登记模式，降低初创企业登记
门槛。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成果，推进
“照后减证”，
促进工商注册便利化等。
大刀阔斧“砍”下来——
—市场准入门槛降
低了，
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大了，活力强
了。
从规模来看，今年以来，在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四川民营经济保持
强劲增长态势。截至二季度末，
除民营经济市
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外，全省民营经济增加
值达到 11610.7 亿元，同比增速 8%，占 GDP
比重达到 56.6%，比去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57.1%，拉动 GDP 增长
4.5 个百分点。
从结构来看，截至二季度末，四川省民营
经济市场主体占全部市场主体比重为 97.3%，
其中私营企业占比 22%，个体工商户占比
73.6%，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比 1.8%，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进一步提
高，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区域来看，今年第二季度，作为主干的
成都市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2019.9 亿元，位
列全省第一，绵阳连续两个季度蝉联第二，南
充、
达州等市（州）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民
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州、雅安、泸州
等 18 个市（州）超过成都；民营经济增加值增
速，宜宾、绵阳、
遂宁等 6 个市（州）高于成都。
从活力来看，今年上半年，四川省民间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48.6%。其
中，第一产业民间投资占民间投资总额的
5.7%；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占比 35.6%；第三产
业民间投资占比 58.7%，投资比重进一步提
高，
加快了投资结构调整。
一大亮点是，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但得益于四川深入推动“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
，
民营企业外贸形势良好。上半年，
四川
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680.4 亿元，占全
省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43.3% ， 同 比 增 长
53.1%，环比增长 88.6%。在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的背景下，四川民营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明显加快。上半年，
四川民营企业新设境
外机构备案 22 户，环比增长 46.7%，全省有外
贸 实 绩 的民 营企 业 达 3616 户 ，同 比 增 长
15.6%。
渊梁现瑞冤

百舸争流千帆竞
—四川民营经济发展观察
——
姻 李欣忆

绵阳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全市党
员干部争当五星级“勤务员”和“店小二”
，让
又到银杏金黄时。去年金秋，
习近平总书记
企业和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随
宜宾市多部门开通“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后，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隆重召开， 投诉举报电话”，切实解决企业最关心、最现
1500 名四川民营企业家现场参会，各地分会场 实、
最紧迫的营商环境突出问题，及时曝光不
的参会人员达 3 万多名。会后，
不少企业家这样 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行为。
说——
—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到了！
“营商环境改善，让民营经济焕发出勃勃
近一年过去，新希望集团在全国民营企 生机。”胡景寿说，今年以来，在宏观经济下行
业 500 强的排位晋升 41 位，排名第 31 位，是 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四川民营经济保持
民企 500 强榜单发布多年来川企获得的“历
强劲增长态势。上半年，
四川民营经济实现增
史最佳排位”；
1919 酒类直供获得阿里巴巴集 加值 11610.7 亿元，增速 8.0%，继续领先全省
团 20 亿元战略投资，估值 70 亿元，成为四川 GDP 增速 0.1 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
第三家“独角兽”；创业仅 5 年的成都晓多科 56.6%，继续占据四川省经济半壁江山。二季
技有限公司，居中国大数据企业排行榜智能
度，四川省新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29.9 万
客服类榜首……
户，
环比增长 57.5%。截至上半年，四川省民营
无论是“领头羊”
“独角兽”还是初创企 经济市场主体已达 565.6 万户。
业，
都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四川民营经济，
投资兴业之变
正呈现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发展态势。

营商环境之变
利好政策不断落地
86%的企业认为四川省投资环境和政务
服务水平有较大改善，65%的企业选择继续在
川投资——
—不久前，四川省经济合作局针对
营商环境向 500 位企业家发放调查问卷，得
到如是结果。
四川民营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胡景寿注
意到，营商环境是四川民营经济领域的高频
词。四川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头号工程”
，致力解决政策
执行过程中的“三门”
（卷帘门、玻璃门、旋转
门），扫除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三山”
（市
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
成都市将 2019 年确定为“国际化营商环
境建设年”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
提升制度环境软实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投资力度更大领域更宽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顾不上休息，忙碌着筹
备新项目奠基典礼。本月底，
项目将进入全面
建设阶段。
2016 年，好医生药业在西昌打造中医药
小镇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已建成的好医生
药业厂区是一期工程，占地 58 亩。但受宏观
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以及发展信心不足，耿福
能对继续投资有些犹豫，二期、三期项目暂时
搁置。中央民营企业座谈会及四川省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大会的召开，让耿福能感受到“春
天再次来了”。会后，他迫不及待搭乘航班赶
回西昌，召集管理层讨论重启项目事宜。
转眼近一年，中医药小镇项目已顺利启
动，即将举行二期项目奠基典礼，三期项目也
将启动前期工作。投资资金增多，预计新增投
资近 10 亿元；投资领域拓宽，从中药材种植

延伸到智能制造、旅游康养等领域。耿福能充
满信心，
“ 一期项目研发的中药面膜畅销全
国，随着二期、三期项目顺利推进，我们的发
展将更加后劲十足。”
民营企业不断扩大投资，加快拓展新的
领域。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硅
胶产品曾广泛用于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海
世博会等重要工程，如今该公司已进军新能
源、电子电器行业，为华为、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等企业提供完善的电子用胶解决方案及技
术支持。
民营企业不断苦练内功，加速转型升级
步伐。红旗连锁门店数量突破 3000 家，无人
自助收银、手掌静脉支付等新技术广泛运用。
过去 20 年一直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四川蓝润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近几年布局新板块，食品
行业、物流供应链已分别占主营业务 40%的
份额。除房地产外，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 3D 打印、生物制药等业务已渐渐崛起。
来川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增多，规模增
大。不久前落幕的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商品
展暨国际投资大会，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
书福等多位企业家带来新的投资计划，四川
与国内外投资者签订投资合作项目 489 个，
投资总额超 6166 亿元。在 2019 中外知名企
业四川行活动中，四川与国内外投资者签约
407 个项目，签约总额近 4600 亿元，其中 50
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占四成以上。

民企实力之变
“领头羊”
和
“单打冠军”
加速跑
全省民营企业 75%以上是个体工商户，
还没有一家本土世界 500 强；全省民企研发
投入强度只有 0.56%，比全国低 1.57 个百分
点。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透露的这
组数据，让不少民营企业家深感重任在肩。
四川省工商联提出重点推动实施“两个

●四川省成都市一家民营企业的太阳能 S2
车间
张建 摄
培育”计划——
—针对大企业，实施“百强民营
企业精准培育计划”
，
“一企一策”制定针对性
方案，推动企业不断做强做大；针对中小企
业，实施“专精特新”计划，筛选一批具有特色
优势的中小民营企业，培育形成行业“单打冠
军”和瞪羚企业。
今年 8 月，
全国工商联发布 2019 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榜单，四川 11 家民营企业入围，
比
上年增加 3 家。这是连续 3 年入围企业下降后，
实现强劲反弹。新希望集团、
蓝光集团、
蓝润实
业均实现获得上榜以来的最佳排位。还有中迪
禾邦集团、
中金资源、
浩均发展集团 3 匹
“黑马”
闯入榜单，是新晋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年。
“领头羊”表现抢眼，
“ 单打冠军”也在增
多。专攻康复医疗外骨骼机器人的布法罗机
器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市场占有率居全
国前列；成都身边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云喇
叭”
APP，累计用户数据在快递行业第三方软
件市场中排名第一；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基因样本数已达 40 万，在中国
消费级基因检测公司中居首位……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作为
受邀民营企业家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站上了群众游行“春潮滚滚”方阵主题彩
车。在新的历史起点，刘永好已提出新的奋斗
目标——
—争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这是奋斗者的时代。”四川省民营企业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上，新生代民
营企业家代表、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覃兴炯一言概之。
百舸争流千帆竞。四川民营经济，
正扬帆
远航。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四川
计划到 2022 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500 万
亩，达到旱涝保收、宜机作业。
据了解，作为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落
地的基本工程，2019 年四川将完成 4620 万
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的划定，
新增高标准农田 380 万亩，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 9000 万亩以上，
总产量稳定
在 700 亿斤左右。
今年 3 月，
四川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的
意见》，
明确将建设“10+3”
产业体系作为四川
农业发展的重点工作。“10+3”
产业体系即重
点培育川粮（油）、
川猪、川茶、川薯、川药、川
桑、川菜、川果、川鱼、川竹等十大特色产业，
做强现代种业、
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烘干冷链
物流等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该产业体系将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连接。
据介绍，按照“10+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建设要求，到 2022 年，四川第一产业增加值
将达到 5100 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升至 1.9 万元左右，涉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3 万亿元；培育认定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000 户以上，省级家庭农场 5000 户以上。
渊高健钧冤

四川李庄古镇挂牌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被誉为我国
“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的
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获批设立“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
，
于 9 月 26 日正式挂牌。
当日，2019 海峡两岸李庄文化交流活动
开幕。这是李庄获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
举办的首次大型两岸交流活动。活动将持续
至 10 月 7 日，
内容包括两岸（宜宾）电子信息
产业论坛、
“中国李庄台胞之家”开馆、两岸旅
游文创联合展、
中国李庄文创产业发展论坛、
海峡两岸旅游新品（宜宾）推介会暨合作项目
签约等。
据了解，近年来，通过深挖李庄抗战文
化，大力弘扬李庄文化先烈和仁人志士在抗
战中淬炼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庄先后承办
了“同根同源两岸情·文化抗战李庄行”
、两岸
文化抗战遗址参观体验、海峡两岸文化抗战
论坛、中国李庄抗战文化节等对台交流活动
30 余次。2013 年以来，李庄古镇接待前来参
访的台湾各界人 士 60 余批次 5000 余 人。
2018 年，宜宾市赴台开展宜宾李庄文化和哪
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李庄对台
交流的影响力和影响面。
渊杨迪 王春艳冤

四川上半年民企贷款
余额 1.2 万亿元
比年初新增 270 亿元
“不需要房产、
设备等抵押物，几个薄本
本也能贷款！”
10 月 7 日，
四川雄健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明雄得到好消息，公司申请的
贷款，
预计本月中旬可以到账。雄健实业以加
工、
销售面粉和挂面为主，
长期需要流动资金
收购小麦等原材料。国庆节前，
该公司凭借一
项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从中江县农
信联社顺利申贷 400 万元，
缓解了资金压力。
陈明雄的经历，是四川省不断改善民营
企业融资环境的缩影。《四川省民营经济发
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民营企业贷
款余额 1.2 万亿元，比年初新增 270 亿元，新
增占比同比提高了 5.2 个百分点。
去年 11 月，四川省出台《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民营企业信贷支持，
鼓励开展直接融资，
加强融资创新服务。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四川正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
“活水”
。
信贷力度持续增强。今年第二季度，
四川
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额中，民营企业占比
39%，
高于第一季度的 17.5%。上半年，
全省有
贷款余额的非国有企业户数 78.6 万户，
比年初
增加 4.1 万户；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下
（含）的小微企业贷款总额达到 1219.6 亿元。
直接融资同样发力。今年 6 月 25 日，成
都市锦江区的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与
该集团一样，越来越多的四川民营企业开始
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民
营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额 262.1 亿元，同
比增长超 3 成。
融资担保对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四川省
融资担保力度持续加码。
上半年，全省融资担
保余额 1873.1 亿元，
同比上升 24.6%。其中，
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余额 829.0 亿元，占
到全部融资担保余额的 44.3%。
保险市场较为活跃。上半年，
四川小微企
业保证保险承保件数 1273 件，数量约为信用
保险的 2 倍，同比增幅远高于信用保险；
小微
企业保证保险金额 20.3 亿元，同比增速同样
高于信用保险。
地方金融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满足民营
企业不同融资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截至今
年 6 月末，全省法人地方金融组织数量共
1091 户，涵盖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
典当行、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区域股权
市场等类型。
渊侯冲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