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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物流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传化智
联，可以说诞生于杭州而成长、扎根于成都。“成
都作为传化智联在四川的枢纽港，也是全国体量
最大、业务量最大的枢纽港。”传化智联四川大区
总经理俞顺红表示。而不久前成都市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的召开，更坚定了传化智联根植成都
的信心，布局“一核两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构建

“西部物流网”。不久前，该项目位于新都区的成
都传化北部物流中心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以成都为原点
构建“西部物流网”

作为传化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传化智联
以打造传化网智能物流业务（简称传化网）作为
首要发展目标，并协同发展化工业务，实现战略
资源的有效协同。同时，传化网以全国化城市物
流中心、支付平台、智能系统为三大基础，结合共
享理念、平台模式和数字化技术，正在逐步建设
一个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中国物流供应链服务
平台。

“我们在全国有130个城市物流中心，成都
枢纽港是体量、业务量最大的一个。”俞顺红说。
成都市提出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足见其
对交通、物流的重视。结合成都城市产业空间布
局，传化集团也规划布局了“一核两中心”，即重
点布局传化智联西部运营总部，并分别规划建设
两个物流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构建“西部物流
网”，使成都成为传化智联西部“物流大脑”。“一
核两中心”项目的建设，将在成都托起一个千亿
级现代物流产业。

“一核”即打造传化智联西部运营总部，“两中
心”即建设成都北部、东部两个物流中心。“北部物
流中心所在地就位于新都区，传化作为新都物流
产业的扛鼎企业，自身的升级将带动整个产业转
型升级。”俞顺红很有信心地说，北部物流中心建
设内容为集传化网油服业务全国总部、供应链西
部运营中心、传化网西部运力调度指挥中心、物流

信息交互中心、国际商贸信息交互中心、运力生态
圈、公铁联运、联运集配中心、城市共同配送中心
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综合性物流运营平台，
它可以看做传化城市物流中心的3.0版本。

平台型企业
希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参加了成都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后，俞
顺红透露，自己最关注政府对于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方面的支持。“我们平台上有2000多家小微物
流企业，期待政府在金融服务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新都区现有各类民营企业8万余家，统计数
据显示，2018年1~9月，新都区民营经济实现增
加值359.4亿元。

在俞顺红关心的金融扶持方面，新都区开展
中小微企业“壮大贷”定制化金融产品服务，截至
2018年5月底，全区共发放“壮大贷”63笔。同时，
通过召开政府、企业、银行对接会议，2017年至
今达成贷款意向15亿元。

此外，新都区还出台了《关于加快轨道、航
空、现代物流发展的扶持政策》等，积极促进龙
头企业做大做强、优质企业做精做优、配套企业
做专做深、小微企业上规入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图据传化智联）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
获悉，全市第四季度共 140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112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项目56
个，投资696亿元，占总投资61.9%。

从行业类别看，基础设施项目37个，总投资
223.2亿元；产业发展项目54个，总投资595.8亿
元；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42个，总投资236.7亿
元；其他项目7个，总投资67.3亿元。本次重大项
目的集中开工，将进一步夯实成都经济发展底盘，
成为拉动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固定资产
1-10月 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

2018年1-10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0.1%，高于全国增速（5.7%）4.4个百分点，低
于全省增速（10.5%）0.4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居全

国副省级城市首位，增速位列第6。
其中，从项目规模看，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

投资3836.3亿元，同比增长12.3%，亿元以上重大
工业项目完成投资1668.8亿元，同比增长19.7%，
重大项目支撑作用凸显。

从产业结构看，一产投资增长放缓，完成投
资 159.6 亿元，同比增长 4.0%。工业投资平稳增
长，完成投资1881.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
医药工业、机械工业等投资增长较快。服务业平
稳运行，完成投资4920.4亿元，同比增长10.6%，
高于全国 5.2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7.5
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83%、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46%，增长率远高于
传统服务业。

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向实体经济聚焦。
1-10 月，全市非房地产民间投资完成 1992.8 亿
元，同比增长6.3%，完成工业投资1375.6亿元，同
比增长5.2%，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主
要投向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外商投资逆势增长，
1-10月，我市外商投资完成182.9亿元，同比增
长 8.1%。其中，从区域看，中心城区外商投资完
成160.4亿元，占比达87.6%；从行业看，房地产外
商投资完成50.2亿元，占比达27.4%。

重点项目
1-10月 88.93%的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0 月，全市 1088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052.36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8.93%，同比增长
15.88%。

从 行 业 类 别 看 ，产 业 化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2059.53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98.1%；基础
设施项目完成投资 1273.25 亿元，占年度计划
投资的 79.37%；民生社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
539.82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94.29%；生态
环保项目完成投资 179.76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64.06%。

续建项目方面，1-10月，全市566个重点续
建项目完成投资3177.48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的94.2%，其中，91个省重点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1411.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11.7%，高于全省投
资完成率7.6个百分点，占全部市（州）完成投资
的48.9%。

2018年计划新开工市重点项目380个、省重点
项目41个。截至目前，已有341个项目顺利开工，开
工率达89.7%；其中，38个省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开
工率达92.7%，开工项目数远超其他市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成都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是对党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国家中心城市
和四川省首位城市的责任担当。当前，成都市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高水平打造引领
四川发展的“主干”，正处于发展动能转换提升的
关键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城市发展动能提
升相辅相成，其不仅是城市发展动能的重要主
体，也是动能转换的着力关键，对于增强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动能，提升成都市对全
国和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将起到重要支撑
作用。

成都市积极探索政策创新，通过主动对接不
同发展阶段民营企业的实际需求，全面构建惠企
利企便企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从民营经济主
体增量和质量释放出新动能。激发创业主体活
力、推动新经济创业、优化创业服务，支持初创型
企业扩量提质发展；支持成长型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引导支持领军型民企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打造一批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的世界级企
业。将加速民营经济活力迸发，加快形成企业梯
次发展、竞相跨越的良好格局。

同时，成都积极探索对标国际先进营商环
境，努力建设优商重商亲商的标杆城市，全面提

振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释放动能增量。通过打造国
际水准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要素
支持、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家
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通过积极探索加大政
府采购力度，鼓励政企互利行为，为民营企业带
来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围绕全面增强“五中心一
枢纽”核心功能，预计到2020年成都总投资超过
2.2万亿元。其中很多重大项目将面向市场公开、
公正、透明地采购，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更
多、更大的投资机遇，有效拓展民营企业生存发
展的市场空间。通过组织成都的民营企业家“市
州行”活动，谋求民营经济在更宽范围、更高层面
的跨区域产业项目合作；通过组织成都民营企业
家到知名大学“校园行”，搭建民营企业进入产学
研合作的更高平台，消除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
新项目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障碍，充分激活成都
市从高校（科研院所）大市向科技创新强市转化
的新动能。

通过鼓励民营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扩大开
放，从全球资源流动中获取动能增量，成都积极
引导民营企业强化全球经营理念，形成全球经营
的思维模式、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鼓励有条件
的民营企业兼并收购境外企业、知名品牌，参与

国际大项目计划的研究，扩大“成都智造”和“成
都创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培养一批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支撑民营经济主动参与
全球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便捷性，在更大
范围内发挥成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成都市
的全球影响力。

成都市积极探索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
核心要素优化组合中寻求民营经济发展动能增
量。积极培育技术、信息、管理等效率型要素，创
新人才、技术、信息、土地、资本和能源等要素供
给。设立规模100亿元的“应急周转基金”，为民
营小微企业提供短期应急周转；设立规模100亿
元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帮助民营企业处置不良
资产；设立规模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纾困帮扶基
金，积极化解上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流动性风
险，让企业放心经营；设立规模100亿元的新经
济发展基金，对新经济企业成长段进行引导投
资，全面优化组合和动态调整要素配置，促进预
期稳定和政策透明，全面激励民营经济的创新活
力和发展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具有比
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为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集聚市场主体要素动能，从核心要素优化组
合中寻求动能增量。

昨日上午，四川省 2018 年第四
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共组织重大项目 1560
个，总投资近 6900 亿元，其中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共 341 个，总
投资 758 亿元，成都、自贡、德阳、绵
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巴中等 9
个市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均超过 20
亿元以上。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集中开
工重大项目共 61 个，总投资额达
356.8亿元，占全省的47%。

758亿元怎么花？
水污染防治占总投资“半壁江山”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次集中开
工的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
中，水污染防治项目164个，总投资408
亿元，占了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总投资
的53.8%。从数据不难看出，水污染防
治仍是全省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

值得关注的是，土壤污染防治在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中的“分量”大幅
提升。在 2017 年开工的重大项目中，
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40 个，总投资 36
亿元，而本次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共72
个，总投资达到 155 亿元，无论是项
目数量还是总投资都有明显上升。同
时，全省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力度也在
加强。资料显示，在 2017 年开工的重
大项目中，生态修复项目 5 个，总投
资 49 亿元，本次开工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则增加到 32 个，总投资 181 亿
元。此外，大气污染防治项目56个，总
投资13亿元。

341个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
项目聚焦点也各有不同。记者了解到，
其中水污染防治项目聚焦沱江、岷江
等重点流域和污染严重的小流域，大
气污染防治项目聚焦成都平原、川南、
川东北地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聚焦
成都平原、攀西地区。

据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乐晨
介绍，通过这两年的不懈努力，四川
2016 年集中开工总投资 542 亿元的
432 个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
目，已完工 274 个，完成投资率 80%。
2017 年集中开工总投资 737 亿元的
251个重大项目，已完工88个，其余项
目推进总体顺利有序，为全省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大战役”情况如何？
集中开工61个污染防治重大项目

梳理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
目汇总表，记者发现，总投资 20 亿元
以上的有9个市。其中，成都市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集中开
工重大项目共 61 个，总投资额 356.8
亿元，占全省的47%。

记者了解到，这是2016年以来集

中开工的第三批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重大项目，目前成都市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情况如何？
据成都市环保局局长张军介绍，今年
以来，成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聚力实施“三治一增”，坚决打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全市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铁腕治霾，截至11月24日，全市
空气质量为228天优良，优良率70.8%。
与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增加4天，重
污染天减少12天。重拳治水，截至10
月，青白江三邑大桥断面、金马河岳店
子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Ⅲ类，沱江宏
缘断面氨氮、总磷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4.9%、5.7%。科技治土壤，完成市本级
和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级和
二级保护区陆域、51个重点工业园区、
10个正规垃圾填埋场、4个垃圾发电厂
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完成3267个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样品
采样、制备、送检，完成866家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基础信息采集、建档、自审。

九道堰河流域如何治理？
2020年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事实上，昨日四川省2018年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就设立在成都市金牛区九道堰河流
域水生态综合治理示范段工程项目现
场，这也是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备受
关注的项目之一。

记者了解到，九道堰河流域属于
沱江二级支流，为沱江流域成都段45
个流域控制单元之一。九道堰河流域
范围内大部分河段未按防洪标准整
治，已有的雨水管道排出口多位于河
床以下，极易形成内涝，流域防洪达
标率仅 24%。流域部分河道水质较
差；部分河段水质浑浊，能见度较低，
可见明显漂浮物，部分指标超标严
重。因此，成都市选取九道堰河流域
绕城高速以内的城区段作为全市流
域水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域，实施年
限2018-2020年。

在这三年的时间内，将如何进行
治理？据介绍，主要的建设内容将包括
河道治理、截污治污、生态修复及景观
提升、水环境信息化管理能力建设四
大类工程。“该项目按照‘大流域规划、
小流域治理’思路，实行‘投、建、管’一
体化建设和成都治水史上首创的‘厂、
网、河’一体化运维，实现流域长效管
护。”据成都市沱江流域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本松介绍，项目建
成投用后，九道堰河流域水生态综合
治理示范段工程主河道全面达到 50
年一遇城镇防洪标准。同时，流域内源
和外源污染得到全面治理，九道堰河
入毗河前监测断面水质达Ⅲ类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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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行动

投资758亿！
四川341个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重大项目开工

第四季度成都1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六成来自民营企业投资

传化与成都再牵手
构建“西部物流网”

政策创新促成都民营经济发展
为城市发展贡献新动能
■ 卢阳春（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四川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成都举行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出，中阿同
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市场国家，应该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
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中方愿同阿方
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深
化南南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惠及
更多发展中国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祝贺刚刚闭幕的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并通过领
导人宣言，向世界发出正确、积极、安
定人心的信息，赞赏阿方发挥了重要
协调作用。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在十
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召开，受到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主要大国领导人坐在
一起，就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共识，通过
领导人宣言，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
的成功，是坚持多边主义的胜利，有利
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也有利于为国际市场注入信
心和活力。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共同
行动计划（2019-2023）》以及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马克里在总统官邸荣誉
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
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马克里来到
总统官邸办公楼外草坪。两国元首轻
松交谈，马克里向习近平介绍马球运
动，并赠送一顶中国国旗图案的马球
帽和一副马球球杆。习近平手握球杆
挥动击球，马克里微笑称赞。习近平向
马克里赠送中国刺绣作品《唐女马球
图》。两国元首就开展体育交流，增进
民间友好交换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