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网箱养殖带来的水体营养化
现象逐渐凸显。当地不少养殖户直言，近
几年库区水质变差，能见度有时不足半
米。目前，二滩库区水体水质中总氮污染
物浓度正在逐年升高，按此趋势，到2020
年左右总氮污染物浓度将出现超标现象。

水环境保护已刻不容缓。

在当地政府鼓励下，网箱养鱼一度成
为二滩库区最兴旺的产业之一。数据显
示，2012年，二滩库区网箱面积近40万平
方米，产鱼量3.04万吨，实现产值3.6亿元，
每只网箱年产值平均达到2万元。

目前，二滩库区网箱养鱼的水域面积
达63平方公里，网箱共有5.4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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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高地 新经济新引擎
郫县15平方公里新经济产业园启动建设

1111月月2121日日，，四川大学四川大学、、
郫县郫县、、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双将在双
创人才培养创人才培养、、双创智力与成双创智力与成
果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合作果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合作
关系关系，，实现三方优势互补实现三方优势互补、、推推
动合作共赢动合作共赢。。

如果将时间轴轻轻往前如果将时间轴轻轻往前
拨拨，，1010月月1212日举办的日举办的20162016
大众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万众创新活动周
上上，，菁蓉镇被聚焦菁蓉镇被聚焦，，大数据产大数据产
业崛起业崛起、、无人机大街开街无人机大街开街、、离离
岸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启用岸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启用
…………

如今如今，，菁蓉镇双创引擎菁蓉镇双创引擎
动力仍在不断提升动力仍在不断提升。。

在其周边在其周边，，成都现代工成都现代工
业港业港1515平方公里新经济产平方公里新经济产
业园已经启动建设业园已经启动建设，，对标硅对标硅
谷谷，，围绕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围绕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建设，，郫县正加快大数据郫县正加快大数据、、无无
人机等重点产业的创新创业人机等重点产业的创新创业
孵化和就地转化孵化和就地转化，，力争三年力争三年
内培育创新创业项目企业超内培育创新创业项目企业超
过过30003000家家，，孵化高新技术项孵化高新技术项
目超过目超过200200个个、、孵化培育规孵化培育规
模以上科技企业超过模以上科技企业超过2020家家，，
力争新经济产业实现销售收力争新经济产业实现销售收
入突破入突破10001000亿元亿元，，初步建成初步建成
为中西部领先为中西部领先、、全国一流全国一流、、具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双创示范基有国际影响力的双创示范基
地地，，为郫县经济发展提供新为郫县经济发展提供新
引擎引擎、、新动力新动力！！

加速转化
打造郫县经济
发展新引擎

仅仅一年多时间，郫县菁蓉镇从
零起步，已打造众创空间55万平方
米，引进创新型孵化器35家，聚集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38个、各类基金22
只、入驻创新创业项目1263个、聚集
创客11000余人，引进两院院士、“千
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21名。

在菁蓉镇，大数据产业已形成产
业集群。国家大数据产业（成都）基地
落户菁蓉镇，入驻电商数据、教育大数
据、医疗大数据等领域项目50多个。

依托成都工业学院无人机基
地、中航工业等重点项目，菁蓉镇正
推动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目
前，无人机大街已开街，西南无人机
飞行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行，培育引
进无人机适航检测中心等项目20多

个，无人机技术研究院、无人机试飞
场、无人机教育培训中心等公共配
套和服务平台建设正加快推进。

菁蓉镇创新创业的“溢出效应”
已经开始显现。

郫县敏锐觉察并因势利导，促
进项目就地转化，启动实施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27平方公里菁蓉镇整
体规划出炉，其中包括15平方公里
的新经济产业园，围绕电子信息、大
数据、无人机、智能制造等新兴产
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目前，新经济产业园首期规划
的1.75平方公里已经启动建设，共涉
及项目17个，已签约项目8个，包括
华通创志科技园、中国数码港成都
大数据产业园等。在这些项目中，就
有不少是双创成果转化项目。已经
签约的阿尔刚雷绝缘连电转化基
地，其技术已经获得欧盟、美国、日
本等专利证书。正在洽谈对接的创
威高分子新材料项目是四川大学在
石墨烯复合材料方面的研究转化成

果。西南交大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则
主要从事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高
铁、磁悬浮等轨道设备设施的检测
和认定。

新经济如何与存量工业结合并
产生“化学反应”？

作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郫县把
创新驱动作为推动城市转型的第一
动力。郫县政府牵头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和县域工业企
业组建郫县工业创新联盟，联盟内设
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医疗设
备、川菜产业“五个技术联盟”，科技
创新服务中心、金融上市服务中心、
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三个中
心”和高技术分析测试公共服务平
台，着力破解县域企业创新需求强烈
而自身科技研发力量薄弱的矛盾。

郫县将着力推动现代科技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并在智能制造、大数
据及相关产业、食品产业、建筑业及
相关产业和旅游业等五个行业培育
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日前，四川大学、郫县和中国电信成
都分公司签订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三
方战略合作协议。作为全国首批高校和
科研院所示范基地、双创区域示范基地、
企业示范基地，三方在双创人才培养、体
制机制创新改革、双创支撑与服务体系
构建等八个方面达成合作共识。

此次三方协议，可以看作是郫县
构筑双创新生态体系的一个缩影。

依托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电子科
大等高校优势学科，郫县与企业共建新
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出台政策鼓励市内
科研院所设备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组
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共享联盟。

围绕提高创客成功系数和企业创
新绩效，强化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支撑，
郫县在菁蓉镇搭建了国际双创服务超
市，整合政务服务和市场化服务资源，
为企业、人才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创新
创业“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通过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围
绕川菜产业、电线电缆等特色优势产

业和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筹建以龙头
企业为主体的“大数据产业全要素开
发创新平台、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
新平台、国家级新材料检测中心、国家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
家级豆瓣产业技术检测检验中心、军
民融合创新创业中心、便利式创新创
业空间、知名企业创新中心”八大创新
创业公共平台，构建服务小微企业和
初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同时，面向国际国内著名企业、高
校院所，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知名专家学
者，组建了70人的导师团，面向全国选
聘组建了30人的创客服务专员队伍，共
同组建郫县创新创业专家智囊团。

以创新创业驱动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转型升级，郫县正在探索的道路上
健步前行：打造国内一流的区域创新
创业中心、建设国家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郫县正全力以赴，为成都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提供郫县担当，做出郫县贡
献。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有人说，美国硅谷的成功是因为充
分利用了背靠斯坦福等一流大学这一
天然优势。这样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
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
特曼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鼓励大学研
究工作与以科研为基础的工业相结合。
而正是这种高校等研究资源与产业相
辅相成的结合，成就了今日硅谷。

成都双创示范基地管委会发展研
究室负责人杜锁平对此的理解是：创新
创业的根本，是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和
发展，唯有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
链、价值链和财富链，创新创业才能真
正落地生根，并推动产业的发展。

如今，走进郫县菁蓉镇，已经能隐
约感受到“硅谷”的氛围。通过实施校地
合作工程，郫县已与县域及周边大学共
建大学生创业园，与四川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等19

所高校签订合作共建创业园、科技园
（孵化器）协议，涉及项目366个。

引导高校师生和科研院所研究人
员、科技人才走出象牙塔，打通科技研
发和市场生产之间的通道，破除从实
验室到市场各个环节之间的壁垒，郫
县正在做更多的尝试。

以郫县工业创新联盟为载体，郫
县正探索企业创新项目研发众筹机
制，搭建“企业需求发布+科技人员成
果展示”的信息互通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科技人员可以承接
创新课题，而企业在平台上可选购创新成
果。这就好比发球与接球的关系：企业把
创新项目的“球”发出来，而科研院所和高
校科技人员则把“球”接好并漂亮地“得
分”。目前，已有105名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专家，127家企业加入创新联盟，开展
了研发项目和成果转化合作项目45个。

协同创新
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道

保障支撑
构建双创新生态体系

实际上，早在4年前，库区水质下降就引起攀枝花
市相关部门高度关注。2012年，该市召开研讨会，分析
二滩库区水质现状及影响水质的原因，与会人员形成
共识：二滩库区水质下降已是不争事实，二滩库区水环
境保护刻不容缓。为此，攀枝花出台《关于取消攀枝花
二滩库区网箱养鱼发展生态渔业培育替代产业的指
导意见》，决定用3年时间，即到2016年底全面取消二
滩库区网箱养鱼，并同步发展库区生态渔业培育替代
产业。今年11月开始，二滩库区网箱取缔工作正式启
动，计划在12月底前全面取消二滩库区网箱养鱼。

取缔网箱养鱼后，攀枝花有关方面准备将二滩
水库打造成“中国康养胜地”，发展休闲型、观光型、
生态型渔业。通过生态大库养殖，带动农民增收，着
力破解网箱取消后产业转型的问题。

黄亚澜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网箱养殖，这种养殖产
量高、可机动、见效快，短短几十年间在各地湖泊及水
库蓬勃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网箱养殖规模加大，
它带来的水体营养化现象逐渐凸显，二滩库区也未能
幸免。当地不少养殖户直言，以前水质好，能见度至少
几米，养的鱼几乎从来不生病，但近几年水质变差，能
见度有时不足半米，不管养什么，鱼病都多了。

二滩网箱养鱼，大部分鱼种主要靠饲料养殖，有
养殖大户坦言，每天要投3吨饲料喂鱼。国内外有关
文献表明，投喂的饵料只有25%～35%用于增加鱼类
体重，65%～70%残留于养殖水域环境中。残饵中通
常含有氮、磷和有机物等营养物质，分解时会消耗大
量的溶解氧、分解转化为溶解态营养盐，增加水体污
染，“养殖1吨鱼等于20头猪的排泄污染。”

据攀枝花相关部门监测，目前二滩库区水体水质
中总氮污染物浓度正在逐年升高，按此趋势，到2020
年左右，二滩库区总氮污染物浓度将出现超标现象。

周卫介绍，二滩库区的网箱养殖
大规模爆发，源于2005年当地政府出
台扶持政策，鼓励大家加入水产养殖
业。2005年起，攀枝花市在二滩库区
推广网箱养鱼，并制定扶持政策：每
建一只钢架网箱政府补助400元，渔
民只需出200元。这样的利好，让一大
批外地有技术有经验的养殖户蜂拥
而至，很多本地村民也加入其中。

邓子希夫妇是湖南人，在盐边县
从事网箱养鱼已近10年，是首批外来
养殖户之一。“当时，这边的环境、水质
都不错，我们觉得有发展前景就来
了。”2008年，夫妻俩与人合伙承包了
600口网箱，专门养殖美国叉尾鮰。然
而，一场大风刮翻网箱，鱼苗全跑了，
损失上百万。后来，他们加固网箱，接
下来两年逐渐补回损失，扭亏为盈。

2010年，眉山仁寿的高大姐也

举家来到渔门镇，在库区发展了40
多口网箱，年产量10多万斤鱼。她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家以前在简阳
三岔湖从事网箱养殖，当地2009年
取缔网箱养殖后，他们就转战二滩
库区，“一起来的还有好几家。”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像这
样的外来养殖户很多，他们来自成
都、内江、湖南等地，均有丰富的养殖
经验。邹先生是当地一家饲料公司的
技术人员，在他看来，这些“外来户”
的涌入，不仅带动了当地水产养殖，
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鱼病防治知
识，改变着当地水产养殖的格局。

渔门镇西牛村村主任赵兴明介
绍，随着很多外来养殖户纷纷落户
二滩库区，当地村民并没反对，还表
示支持，但前提是技术共享，“当地
渔民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技术。”为

此，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加入到网
箱养鱼中。50多岁的王世良在二滩
库区养鱼8年，现有34口网箱，年收
入10余万。王世良说，“看着大家都
在养鱼赚钱，我们也跟着他们（外地
人）学。”如今，他所在的村组有13户
人都在从事网箱养鱼。

先进的技术，丰富的养殖经验，
使网箱养鱼的利润大增，二滩库区的
网箱规模呈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内
从几千口增加到上万口。目前，攀枝花
二滩库区网箱养鱼的水域面积达到63
平方公里，养殖面积148万平方米，网
箱数量共计5.4万口。来自攀枝花水务
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二滩库区网箱
面积近40万平方米，产鱼量3.04万吨，
实现产值3.6亿元，每只网箱年产值平
均达到2万元。网箱养鱼，一度成为二
滩库区最兴旺的产业之一。

二滩水电站地处攀枝花市盐边与米易两县交界
处，处于雅砻江下游，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建成投产的最
大水电站。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雅砻江截流，水位升
高而形成库区平湖，丰水期水域面积达101平方公里。

没了良田，却有了宽阔的水域。靠水吃水，“下水
养鱼”。周卫是盐边县渔门镇西牛村的移民，他家的田
地被淹没后，失去了经济来源。库区形成后，他尝试着
在二滩库区搞网箱养鱼，是当地首批养殖户之一。“养
鱼肯定比种地强。”十六七年前，库区沿岸的不少村民
加入到这个行业，几十只、几百只铁桶连成的网箱连
在一起漂浮在江面上，渔民就在网箱上建房生活，在
江上养鱼，养鸭。周卫所在的渔门镇，逐步形成一个靠
养鱼为业的镇。至今，当地渔民仍记得，那时养殖户设
备简陋，只养殖一些常见的鲤鱼和草鱼。

上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
站建成，二滩库区成为许多沿岸居民的财富宝藏。从
那时起，库区周边的人们便靠网箱养鱼发家致富。到
了夜晚，网箱上的灯光，曾照亮了养殖户们的生活。

2005年起，当地还曾出台网箱养鱼扶持政策，外地
养殖户纷至沓来，攀枝花二滩库区的网箱数量快速增
长，直到库区“箱满为患”，江面亮起的灯不再是温暖的
希望之光，而是一盏盏生态警示灯。虽然整个库区网箱
养殖年产值达数亿元，但生态环境日益被破坏渐成不
争的事实。今年12月底前，攀枝花二滩库区将全面取
消网箱养鱼，养殖近20年的渔民将上岸。

从当初鼓励养殖到如今全面取消，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该如何平衡，这片上百平方公里的水域，提供
了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思路转型的观察样本。

年底前，攀枝花二滩库区全面取消网箱养鱼

网箱养鱼
退出二滩库区

从鼓励到取缔从鼓励到取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平衡？？

辉煌
政府鼓励下网箱养鱼成兴旺产业 库区现有5.4万口网箱2

1缘起
二滩库区形成 靠水吃水“下水养鱼”

3污染
“养殖1吨鱼等于20头猪的排泄污染”

4治理
全面取消网箱养鱼 培育替代产业

11月23日，当地渔民正在卖鱼，岸边是收鱼车

11月23日，二滩库区仍然漂着很多网箱，还未拆除

鼎盛时期鼎盛时期，，二滩库区二滩库区““箱满为患箱满为患””王东王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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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