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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口延续了2018年的增长态
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6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1%，远高于同期全国3.7%的整体进出口增幅。昨日，成
都海关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口情
况显示，按美元计价，一季度四川实现外贸进出口214.3亿美
元，增长18.8%，其中出口118.7亿美元，增长30.5%；进口
95.6亿美元，增长6.9%。从地域来看，成都以实现进出口值
1238.2亿元的态势继续保持“领头羊”地位，同时川南、川东
部分市州增速大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区域发展更趋均衡。

从外贸“朋友圈”来看，一季度四川与前4大贸易伙伴（美
国、欧盟、东盟和日本）进出口值合计988.9亿元，占67.7%。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389.2亿元，其中，对新加坡、
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进出口分别增长89.2%、72.1%和
67.8%，这意味着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势良好。

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口总
值同比增长25.1%，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在成都海关统计分析处处
长潘旭东看来，首先是我省电
子信息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凸
显，龙头企业产能继续释放。以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为例，产
业聚集效应不断凸显，部分龙
头企业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产能
继续释放，带动了成都高新综
合保税区外贸快速增长。一季
度，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
口908.2亿元，进出口规模位列
全国综保区第1位，同比增长
26%，拉动全省外贸增长了16
个百分点，占全省外贸进出口
的比重高达62.2%。

同时，近年来，四川民营企
业承接部分川内重大项目落
地，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部分龙头企业转移柔性面板生
产线、川东北地区承接摩托车、
汽车等配套产能转移等，带动
了民营企业进出口的快速增
长，一季度四川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长了90.4%，对全省外贸增
长的贡献率高达58.3%。

此外，开放通道和平台建
设快速发展，中欧班列（成都）
开行数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季
度成都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成都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型）、泸州港口保税物流中
心（B型）和宜宾港保税物流中
心（B型）进出口分别增长1.9
倍、593.2倍、39.8%和26.8%。

“当前促进四川外贸稳定
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四
川外贸进出口正处于稳中提质
阶段。”潘旭东告诉记者，虽然
当前四川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
是比较复杂严峻的，但随着一
系列对四川外贸发展扶持力度
加大的政策措施，目前已经启
动了西部首个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启动了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青白江片区中欧班列

“安智贸”项目试点，均将给四
川外贸发展带来新的增长亮
点，口岸建设、通道建设和新海
关的通关改革红利将对推动四
川外贸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我
们预计二季度四川外贸进出口
有望实现温和增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彦琴

今年一季度
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60亿元

今年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
口有何亮点？记者了解到，在一
季度的“成绩单”中，3月进出口
表现最为亮眼。今年3月份，四
川外贸进出口543.3亿元，增长
33.5%，同时，一般贸易出口比
重上升，贸易方式结构持续优
化。在今年一季度，全省各市州
的外贸表现如何？成都仍保持

“领头羊”地位，实现进出口值
1238.2 亿 元 ，增 长 21% ，占 比
84.8%。但川南、川东部分市州
增速大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
区域发展更趋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我省与前4大
贸易伙伴（美国、欧盟、东盟和
日本）进出口值合计988.9亿
元，占67.7%。同期，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389.2亿
元，增长9.8%，占26.7%；其中，
对新加坡、阿联酋和印度尼西
亚 进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89.2% 、
72.1%和67.8%，从外贸主体来
看，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

业增长势头良好，二者的增速
分别达到了93.5%和24.6%。同
时，一季度，四川企业积极开拓
新兴市场，其中与非洲进出口
27.6亿元，增长94.4%，与拉丁
美 洲 进 出 口 34.1 亿 元 ，增 长
55.9%。

今年一季度，民营企业进
出口表现强劲，经营主体自主
发展趋势更趋明显。从产业类
型看，一季度出口工业制品以
795.7亿元，增长37.9%的态势
占据主导地位，而初级产品比
重下滑，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
优化。

记者还注意到，在今年一
季度，综保区外贸进出口规模
列全国综保区第一，拉动四川
外贸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季
度，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
口908.2亿元，在全国综保区中
排名第一，增长26%，占比高达
62.2%。其中出口481.9亿元，增
长33.2%；进口426.3亿元，增长
18.7%。

成都综保区外贸进出口规模
列全国综保区第一“领头羊”

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高增长

在发布会现场，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包建华介绍，四川作为大熊猫的故乡和
现今分布中心，通过实施大熊猫野外保
护、人工繁育“双轮驱动”战略，取得了野
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大熊猫栖息地面积、
人工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大熊猫自然保
护区数量和面积、国内外交流合作大熊猫
数量、野化培训和放归自然大熊猫数量等
6个方面均居全国第一的辉煌成就。

据介绍，从1963年开始，四川已建立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46个，全省61.5%的野
生大熊猫和49.5%的大熊猫栖息地在自然
保护区内得到有效保护。据全国第四次大
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四川有野生大熊猫
1300余只、栖息地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分
别占全国的74%和78%，较第三次大熊猫
调查结果分别增长15%和14%。截至2018
年底，四川省范围内大熊猫繁育研究机构
的人工圈养大熊猫总数已上升至481只，

占全国总数的87.8%；已先后将13只大熊
猫放归自然，并持续开展追踪监测。

现场，包建华还透露了备受关注的大
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进展情况。“大熊猫国
家公园总面积27134平方公里，跨川、陕、
甘三省，其中四川2.0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74.8%，涉及7个市（州）的20个县
（市）。”包建华表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诞
生和建设将实现大熊猫保护在地域限制、
行政藩篱、研究壁垒上的“三个破除”，大
熊猫国家公园将突出“四个保护”：着力

“完整保护”，将破碎化的栖息地连通起
来；着力“规范保护”，将规划、保护和管理
有机协调统一起来；着力“科学保护”，用
科研成果引领大熊猫保护事业；着力“协
同保护”，促进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
面高质量地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综合川报观察

天府天府三九大三九大
安逸安逸走四川走四川

安逸
是四川人的口头禅，形容很满意、很享受。生活的核心就
是安逸，安逸的载体是城市。四川的“安逸”也成为了一
张彰显城市文化旅游魅力的名片。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省文化和旅游新版
宣传口号正式亮相，新口号为“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
川”，现场还发布了四川文化旅游新版logo。会上播放了
以“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为主题的四川文化旅游发
展大会广告短片。

记者了解到，新口号包含了四川特色文化和旅游资
源。其中，“三”指三星堆，“九”指九寨沟，“大”指大熊猫。
“安逸”则表现了川人对生活的最高赞美，也最能展示四
川文化旅游形象的城市特质。

四川发布新版旅游口号

距今4800年至2600年 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

三条飘带取义三星堆的三字，表达天府悠远的历史文明，
上面的飘带代表辣椒，表达四川美食。山水图形取义九寨沟，大
熊猫在山水之间嬉戏。整体表达为四川二字，有金沙太阳神鸟
的印象。标志集四川人文历史、自然风光、熊猫IP为一体，优美
灵动，简约时尚，表现文创天府的魅力。

➡成都第一张工业名片
早期的成华区，一直是成都工业

的代表，随处可见的红砖墙是整个区
域历史的缩影，二仙桥的成都机车车
辆厂称得上其中的代表。

1951年为配合成渝铁路的修建，铁
道部选址成都二仙桥片区建设新中国第
一座铁路工厂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
这也开启了一段灿烂的历史。在这期间，
这里试修出第一台东风型内燃机车，成
为全国第一个转修内燃机车的工厂。

工厂先后经历了蒸汽时代、内燃时
代、“三业”并举时代，在这里，几代“机

车厂人”累计修造各型机车11000余台、各
型车辆8000余辆、各型电机32000余台，
为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机车厂，成为成都最早的工业名片。

➡央企担纲带领区域涅槃
曾经的成都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正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
发展。

现在成华区正坚定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
转型发展，各项工作均衡发展，城市形
态整体提升。当前，要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正视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扬

优势、补短板，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保持发展定力，勇于自我突破，积极追
赶超越，全力创建享誉全球的“文旅成
华”和宜业宜居的公园城区。

2017年8月31日，成都机车厂最后
一辆机车下线，机车厂搬迁正式启动，
伴随着老厂区的整体搬迁，一个老的
工业时代就此落幕，新兴的区域版图
正式展开。

作为八里庄创意园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老机车厂的变迁牵动着成都的
脉搏。中国中车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中车置业，肩负央企责任，以成为城市
更新引领者为愿景，对城市发展进行

深入探究，此次联手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设计大师崔愷，以传承工业文化
历史为目标，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
上，不惜重金对工业遗产进行改造，未
来区域将打造成为一个集服务、交通、
生态、教育四位一体的共享微城市。

➡未来生活在此共享

这不仅是老机车人的共同回忆，
更是成都人的时代记忆。因此，凭借中
车国之重器的社会责任感，在机车厂
的转型改造中，既要保留工业遗址的
厂区风貌，也要抓住时代的风潮，于是
一个集现代化、生活化与艺术化于一

体的中车共享城就正式浮出水面。
作为责任央企，中车置业进一步

优化产城规划设计。重构该区域的宜
居生活功能、产业布局、商业布局和交
通组织，集中力量展现实力，打造标
杆，产城双修，致力宜居生活，树立典
范。记录中车符号，传承工业记忆，塑
造成都市的新地标。

据了解，整个项目以“一站、两路、
两心、三组团”为设计理念打造。即中
车站（一站）、创意铁轨步行景观道和
连接中车站（规划）与通往成都理工大
学的林荫创意路（两路）、两大居住区
中心（两心）、工业主题社区组团——

铁轨创意路贯穿组团并连接居住区中
心，组团内新建社区呼应区域工业主
题，并强化与铁轨步道的空间联系；
TOD核心组团——以中车站为核心，
以总部研发与创意商业为产业特色的
组团及中车创智街区——林荫创意路
核心段贯穿组团，公共功能沿路两侧及
下涧槽滨河社区中心展开（三组团）。

在此规划理念下，基于多地块的
统筹考虑，在城市设计阶段通过规划
布局、控制建筑高度和设置景观中轴
等设计手段尽力打通每栋搂、每户的
视线通廊，为区域甚至整个主城区呈
现独有的靓丽风景线。 陈齐美

伴随着熊猫星球、夜游锦江、东郊记忆三个品牌的持续发生，“文旅
成华”这张城市名片享誉全国、走向全球，而在成华区的文化版图中，八
里庄文创发展区是其重要一环。

作为昔日的仓储物流企业聚集区，随着八里庄文化创意发展区的
规划，近年来，在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中，整个区域的发展空间不断拓
展、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日趋完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片区产业基础
不断夯实。位于二仙桥的成都机车车辆厂，在历经68年的风雨变迁之
后，迎来了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原中车成都机车车辆厂旧照 改造后示意图

成都最大主城城市更新项目曝光，中车再造成都名片

三九大
三是三星堆 是古老神秘的巴蜀文明的象征

九是九寨沟 是四川神奇瑰丽自然风光的精华

大是大熊猫 是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国宝
这是四川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

logo解读

神秘是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
后世留下了无限探索和畅想的空间。三星
堆文化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同时，也
包含了中原夏商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
化、古西亚、古埃及文明等多种文化因素，
表现出强烈的包容性，包容的文化个性赋
予三星堆与世界文明的联系，展现了中华
文明有容乃大的文化内涵。

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4800年至2600
年的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
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

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出现可谓是“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亦改变了中国的文明史，中
华文明由一元变多元，被誉为长江文明之
源和世界的第九大奇迹。出土的文物造型
奇特、大气恢弘、神秘怪诞、内涵丰富，充
满许多不解之谜。

三星堆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可与
同时期北纬30度上的古希腊、古埃及、古
巴比伦等世界古文明媲美。

堪称“水景之王”涅槃归来更美丽

九寨沟
九寨沟景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
区。自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以来，先
后获得“世界自然遗产”、“人与生物圈保
护区”、“国家首批5A景区”等多项国际桂
冠，成为四川六大景区“世界遗产最佳旅
游精品线”的龙头景区。

景区以喀斯特地表水景观闻名，以翠
海、叠瀑、彩林、雪峰、蓝冰和藏族风情并
称“九寨六绝”，形成了中国唯一、世界罕
见的世界级资源，使观赏游憩感受无与伦
比，堪称“水景之王”。

九寨沟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延伸
的过渡带，植物垂直带谱分布明显，植物区
系成分十分丰富。是一座聚集多种生物资
源的宝库，又是以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
物及其自然生态环境为保护对象的森林和
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了7.0级地震，
景区旅游接待设施遭受重创，但景色依然美
丽。目前景区各项灾后保护与恢复工作正有序
开展。在不久的将来，涅槃归来的九寨沟将会
以更加优美的风光、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优
秀的管理、更加优异的品质展现在世人面前。

种群数量全国第一 四川人工圈养481只

大熊猫

三星堆金面人头像

九寨沟的美丽风光

大熊猫撒娇卖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