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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第104届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正式落幕。4月10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第
104届全国糖酒会情况通报会上
获悉，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食
品酒类行业首个重量级大展，本
届全国糖酒会创造了两个新纪
录：21.5万平方米，史上展览面积
最大的一届糖酒会；4106家展商，
史上参展商最多的一届糖酒会。

同时，在按照防疫管控要求
对入场人数进行限流的情况下，3
天时间，累计32万人次观展，现场
交易、洽谈气氛热烈，获得了参展
商及观众的广泛“点赞”。

这些新纪录的背后，既体现
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强大增长潜
力，更体现出产业链内外双循环
的强大驱动力。

据介绍，本届糖酒会展览总
面积21.5万平方米，共划分为六
大展区，并在其中特设11个小型
特色专区。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
的4106家食品饮料、酒类、调味
品、机械包装及技术服务企业参
展。食品及饮料展区是本次展商
数量最多的展区，参展商达1237
家，其中进口食品约200家。在本
届糖酒会上，网红化、功能性、个
性化成为食品和酒类行业厂商所
竞逐的新赛道。

“李子柒”“拉面说”等在电商
平台上闻名遐迩的“网红”品牌首
次亮相糖酒会。同时，“来伊份”

“三只松鼠”等“网红”品牌近年来
连续参加糖酒会，加速布局线下
传统渠道市场。另一方面，在白
酒、休闲食品等品类中，诸多传统
品牌也在包装风格、营销渠道等
方面进行大胆升级，纷纷推出新
单品“试水”，意图争夺年轻“新世
代”消费者的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带货”成
为本届糖酒会参展企业的“标配”。
会期3天，糖酒会组委会联合淘宝
直播共同设立的两大主题直播间
举办了38场直播活动，超100家参
展商参与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
300万人次。此外，180家参展企业
在自己展位上设立直播间。

个性化是本届糖酒会出现的
另一个重要行业趋势。无论是大型
企业推新品，还是中小新生企业亮
相，普遍注重品牌的差异化和个性
打造。可以预见，未来在对年轻消
费者的争夺中，品牌营销方面的投
入将愈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乡村振兴，也是本届糖酒会
关键词。在第104届糖酒会集中签
约仪式暨乡村振兴新品发布会
上，来自新疆乌什、广西隆安等脱
贫巩固地区的农副企业成为主
角，核桃、鹰嘴豆、香米、辣椒酱等
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大量客商的关
注。在新品发布环节，黑龙江、山
东、贵州、都江堰等展团代表轮流
上台，向全国客商展示特色产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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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2021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唁电，对菲利普亲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女王
及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

“启程！”4月9日上午10时30分，伴
随着汽笛长鸣，满载着1250吨川茶的
专列从成都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出发，
启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是
四川发出的首趟前往中亚的农产品专
列，也是四川历史上首个茶叶专列开
出国门。

“这是今年以来，我们公司出口到
中亚量最大的一批茶叶。”四川华义茶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义开告诉记者。
在此趟专列上，华义公司的茶叶量最
大，有1027吨。之所以选择中欧班列出
口，华义公司一方面看中的是中欧班
列的运输时效，另一方面更看重的是
青白江刚刚被赋予引领“川字号”农产
品出口的新角色——设立中国（成都）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这个正在建
设的园区，将成为四川农产品销往国
外的集散地和始发站。

为“川字号”农产品外销探路

四川华义茶业有限公司位于乐山
市夹江县，公司拥有2个欧标茶园共
2640亩，茶叶出口种植备案基地13400
亩，是集茶叶生产、加工、品牌营销、外
贸出口、产品研发为一体的新型现代
民营企业。

“华义算是四川茶叶最早沿‘一带
一路’国家出口的企业。”方义开自豪
地说，2018年底，华义公司开始了出口
生意。3年来，公司茶叶年出口量达
6000余吨。

但是谈起运输方式，方义开告诉
记者，销往国外的茶叶多数经由省外
口岸转运。”

为何不从产地到终端消费市场
“点对点”发货？方义开开门见山：“因
为线路问题。”原来，四川农产品出口
多以中小体量订单为主，如果没有外
力的整合，这种“小、散”的特点很难吸
引交通运输部门开设国际货运专线。
据悉，搭乘成都中欧班列出口的川字
号农产品，像柠檬等，大都是和工业领
域外贸企业“拼单”实现出口的。

只有把量做上去才是解决之道。其
实，“川字号”农产品外销规模并不小，
并且还有较大成长空间。去年签署的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于今年3月1日生
效，列入受欧盟保护的四川农产品就有
27个，位居各省第一，眉山泡菜、安岳柠
檬等均已征服极为严苛的欧洲市场。

补齐短板 产业园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量的问题？建出口农产
品集散地，带领“川字号”农产品转型
升级。集散地建在哪里？具备先天条件
和优势的，是成都青白江。

省农业农村厅合作交流处处长蔡
军军说，硬件方面，青白江区拥有国际
铁路港枢纽、口岸，仅物流集散、冷链配
送、仓储服务和供应链基地就有158个；
软件上，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本身就

是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部
分，拥有成熟的外贸配套和服务体系。

这种情况下，计划投资700亿元的
中国（成都）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应
运而生。蔡军军说，初步的设想是，依
托成都国际铁路港，配备农产品进出
口大宗交易功能、检验检测功能，配齐
农产品电子商务机构、结算中心、农产
品期货信息发布平台等，最终建成国
家级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示范区、国
际农产品集散转运枢纽和贸易口岸、
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合作展示窗口和平
台、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和三产融合发
展的示范基地。

但想要让“川字号”农产品“卖全
球”，这些还不够。

“和工业一样，农产品的外贸也需
要多地协作。”按照这个思路，具有口
岸优势的青白江区和邻近的农业主产
区彭州市被列为核心区，新都区、金堂
县、郫都区、简阳市则作为配套区，辐
射引领带动整个西南地区。

规划图上，加工规模和领域还要
再扩大——预计到明年底，成凉（成
都、凉山）农特产品加工贸易园等将全
部建成投用，可实现川粮油、川菜等十
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加工全覆盖。

据悉，加工园力争2022年基本建
成投入运营，到2025年实现总产值过
千亿。

吴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综合川报观察

在去年6月成都高新区与百度达
成战略合作之后，双方一直积极推动
四川首个智能驾驶标杆项目的建设。
作为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由百度自
主设计开发的阿波罗（Apollo）自动驾
驶开源平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
的自动驾驶生态。

此次落地新川创新科技园的5G
智慧城智能驾驶项目，由成都高新区

和百度共同投资打造，预计今年7月建
成。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际先进的智
能网联示范基地，为区内相关企业提
供智能网联测试和应用环境，并长期
运行。同时，百度Apollo将向成都市民
提供包括无人驾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
乘用车在内的自动驾驶运营服务，并
在新川创新科技园区内打造多种无人
化应用场景。

大会上，成都高新区还联合百度阿
波罗智行信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对
外发布《成都高新区智能驾驶产业生态
路线图暨成都智能驾驶城市机会清单》，
向区内相关企业提供智能网联产业的参
与机会，共同推动智能网联产业稳步发
展。据悉，此次发布的城市机会清单，包
含产品和服务两大类，涉及28类设备、车
辆及服务，需求规模约5000万元。

习近平夫妇就菲利普亲王逝世
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唁电

3天累计32万人次观展

第104届全国糖酒会
创造两个新纪录

1250吨川茶出口到中亚

四川首趟茶叶专列开出国门
中国（成都）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正在建设中，将成四川农产品销往国外的集散地和始发站

成都无人驾驶来了
7月或可体验

今年7月

总投资6亿元，5G智慧城智能驾驶项目宣布落地成都高新区

第十届TIAA大会暨2021自动
驾驶商业应用大会近日在成都举
行。大会现场，总投资6亿元的百度
5G智慧城智能驾驶项目宣布落地
成都高新区。此外，成都高新区还
联合区内智能网联领头企业百度
阿波罗智行信息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发布《成都高新区智能驾驶
产业生态路线图暨成都智能驾驶
城市机会清单》。

近年来，成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
业，将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2019年，成都即对外发布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发 展 推 进 方 案
（2019-2022）》，提出遴选一批特定应用
场景的“AI+交通物流”示范项目，进行无
人机自主控制、无人物流配送与远程作
业、综合智能交通管控、智能网联汽车封
闭测试等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打造
世界一流智能无人机和车联网基地。

作为成都新经济发展主阵地，当
前，成都高新区聚焦5G和AI产业，在新
川创新科技园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动力
驱动核，重点在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
智慧医疗等关键领域发力。特别是在智
慧交通领域，成都高新区专门出台《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该行
动计划提出目标，到2025年，形成满足
高级自动驾驶要求的智能网联汽车完
整技术体系，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一

流，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高精地图与定位、车路协同、
信息安全等领域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制
定，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先行先试经
验；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培养
1-2 家“独角兽”企业，智能网联汽车及
关联产业规模达到千亿量级；在成都高
新区全域完成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建设，
部署千辆规模多类型自动驾驶车辆开
展商业化运营。 据成都发布

5G智慧城智能驾驶项目

项目分两期建设，总投资
金额预计将达6亿元人民币

项目内容
将在新川创新科技园打造

约30公里的智能网联示范道路
建设从研发测试到商用落

地全周期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示
范应用环境

打造基于5G的智能网联
汽车示范区

预计建成时间

助力新经济 四川首个智能驾驶标杆项目落地成都

抢占新赛道 打造世界一流智能无人机和车联网基地

4月9日，四川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首趟茶叶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启程 白桂斌 摄

入职就有50万的安家费；签
合同就有10万的住房补贴；年薪
可以给到60万；福利五险三金
……4月10日，这样的岗位在成都
这场招聘会上，比比皆是。

这是一场专门为硕博、海归
等高层次学历人才举办的专场招
聘会，有近百家国有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知名民营企业等企
事业单位到场揽才，以极大的诚
意释放出了极有含金量的岗位。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岗位
大多月薪在万元以上。许多招聘
单位打出“安家费”“购房补贴”等
极有诱惑力的待遇。不少求职者
专程从云南、湖北等地前来，希望
安家成都，找到一份“高性价比”
的工作。

企业：
为吸引人才 抛出多重福利

走进这场“2021年四川省第
四届春季硕博人才大招聘”的会
场，百余家企业搭台，几乎每家企
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记者看
到，有大量招聘单位在待遇栏中
写有“安家补贴”。比如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研发总
监、膜电极工艺、副总工程师等等
岗位，要求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
并提供安家费、人才公寓、交通补
贴等福利。四川警察学校招聘教
学研发岗位，要求博士研究生，

“提供安家费43万-60万元”的福
利。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也发
布了招聘若干学术带头人岗位，
安家费10万到30万元。

而四川九州电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则招聘技术研发岗、项目
管理岗、系统设计岗等岗位，提供
硕士最高20万安家费、博士最高
30万安家费。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介绍，这是为了吸引更高质量的
人才，除了安家费，该公司还提供
五险三金，比通常的五险一金多
了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基
金。“成都的人才资源非常丰富”，
招聘会开始不到半小时，企业的
现场报名表中已经有了长长的名
单。该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总部在
绵阳，但在成都有分中心，成都团
队已有约90人，绝大部分为研发

人员，“研发人员全部是硕士及以
上人才”。

除了安家费，企业还纷纷抛
出了多样福利。例如海天水务集
团股份公司对招聘人才提供商业
保险、结婚/生育礼金、年度旅游
等。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的部分岗位还承诺“协助解决配
偶工作、子女入学等事宜”。

不少来自四川省内各地（市）
州的单位也纷纷前来。甘孜职业学
院就发布了60个教学科研岗，对招
募的“985工程、双一流全日制本科
生一次性补助安家补贴10万元，对
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一次性补
助30万元，对全日制博士生学历学
位一次性补助50万元”。

求职者：
想当“蓉漂”看重成都“性价比”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展位前，求职者排了长
长的队伍。四川大学硕士学历的
吕同学是应届生，他在队伍前犹
豫再三，最终没有投递简历，“银
行肯定是我们同学间的首选，不
过这里要求有些高。”他与同伴们
逛了一圈后商量，可以先从中小
型的企业做起，积累经验后再去
大公司，“那样更有竞争力”。记者
看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写出了“25万到60万年薪”
的待遇，还包含“六险一金、食堂
健身房应有尽有”，但岗位条件多
为“有从业经验者优先”。

来自湖北恩施的张心这次则
是专程来到成都求职的。27岁的
她已有3年的会计工作经验，今年
年初在原单位离职，“想到大城市
找一个更好的平台。”她说，看到
不少企业提供安家补贴或是租房
补贴，很是心动。她觉得成都生活

“性价比”比起许多城市要高，对
人才也更渴求。“其实当我决定跳
出原有的舒适圈来到机会更多的
大城市发展时，最纠结的就是生
活成本，尤其是刚刚起步时的成
本”，她说，从这一点来说，成都的

“性价比”肯定是相对高一些的，
“并且我也会着重挑选有安家福
利的岗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60万年薪、50万安家费、年度旅游……

重金招引高质量人才
成都这场招聘会上的企业拼了

成都5G智慧城先导区意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