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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是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首家入驻的智能终端制造企业，从落地装修到第一条生
产线投产，仅用了 88 天，创造了“大竹速度”。 川渝合作示范园区所在的四川省大竹县，已连续 12 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
县”，经济总量在川东渝北 5 市、30 个县（市、区）中位居川东区域第 1 位、渝北区域第 8 位。
早在 2013 年，大竹县就提出了建设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把主动接受重庆辐射，承接产业转移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2018 年，大竹县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实现 GDP、民营经济增加值“两个总量第一”，GDP 实现
331.32 亿元，增长 8.6%。 如今，大竹县已开出县域经济发展“动车组”，朝着新的目标砥砺前行。

抢滩川渝合作
大竹开出县域经济发展“动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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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20 日， 位于川渝合
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的西南富
士电梯公司竣工投产。 投产半年
来， 该公司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到
处都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车
间有 5 台载货电梯和 10 台乘客电
梯排产。 ”纷至沓来的订单，让公司
董事长谭开军笑得合不拢嘴。
为深度加大川渝合作、积极承
接重庆产业转移，达州市以 OPPO
布局重庆、 川渝合作为切入点，于
2017 年在大竹设立川渝合作 （达
州·大竹）示范园区。大竹县抢抓机
遇，积极扩投资抓项目，全面建设
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和西
南机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推
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该园区被纳入四川
省前 100 名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
大竹县以此为契机，持续大马力推
进园区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落地
建设。根据规划，园区以电子信息、
智能终端为主导产业，计划总投资
约 80 亿元，引进电子信息、智能终
端等企业 30 户以上， 将再建一个
千亿量级产业园区，将其打造成川
渝合作的标杆园区、开放前哨和产
业高地。
目前，园区已累计完成投资约
26 亿元； 正式签订项目协议 32
个，总投资额超 160 亿元。 深圳核
动能、米耀科技、力奥科技等 8 个
项目正在装修厂房，卡立通、常瑞
科技等 8 个项目已投入生产。 今年
一季度， 园区实现营业收入 66.81
亿元， 工业增加值 10.61 亿元，增
长 15.71%， 实现利润总额 3.81 亿
元、税金 1.3 亿元。

广引客商投资兴业 抢先驶入区域协同发展 “快车道 ”

“我们有幸成为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
首家入驻企业，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 88 天时间，见
证了
‘大竹速度’。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成都举行的
2018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的达州推介活动上， 深圳
卡立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四川中科智联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蔡建波，以题为《大竹，我们来了！ 》的现
场发言，为大竹县的投资环境
“
点赞”。
川渝合作示范园 A 区一期项目 40 天立项建设、
1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180 天主体完工、 天宝锦湖 83
天落地投产、361°四川瑾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53
天入驻投产……蔡建波口中的“大竹速度”，不仅是
众多入驻企业的切身感受，也是大竹县高效、高质量
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和服务的生动诠释。
“大竹速度”源于“大竹服务”。 大竹县先后制定
出台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
OPPO 公司建立配套产业基地十五条措施》 等一系
列亲商扶商政策，重点从财政资金、土地供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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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企业最大支持；同步建立
县级领导“
周五现场办公”机制，直面服务企业和园区
发展；并对外来投资企业开通
“
绿色通道”，实行“一站
式”贴心服务、
“
并联式”审批，全面推行
“
项目代办制”
和
“
项目限时办结制”，为入驻企业提供热情高效的优
质服务，高效推进园区发展。
筑巢引凤——
—发展综合环境变好了，客商投资大
竹的热情空前高涨。截至 2018 年末，该县重大产业招
商投产、在建、待建项目达 90 个，总投资 826.2 亿元。
近三年来，中科智联公司落户大竹，第一台“达
州造”手机正式下线，维奇光电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家
开发出带扩散型增亮复合膜的企业， 越洋电子公司
跻身“数据连接线”细分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361°
四川瑾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竣工投产， 年产值约 9
亿元……2018 年，大竹县经济总量位居四川省第 37
位、 达州市第 1 位， 抢先驶入区域协同发展“快车
道”。

未来发展底气十足 “1+1+4”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大竹区位优势明显，以川渝合作为导向的招商
政策相继制定出台，这对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迅
速投产带来了很大便利。 在这里投资兴业，我们有信
心！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大竹县与香港天宝集团电
子信息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上，企业负责人对未来的发
展信心十足。
企业的发展信心， 有大竹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的底气作为支撑。 例如，作为达州市重要经济
增长极的大竹经济开发区，2018 年 2 月被纳入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9 年 1 月成功创建省级经
济开发区。 2018 年， 经开区实现营业收入 241.55 亿
元，占全县 GDP 的 71.04%。2019 年 1-6 月，园区的发
展势头更加强劲——
—实现营业收入 134.96 亿元。
中共大竹县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为大竹县的县域
经济发展确定了崭新的目标： 实施工业强县核心战
略，聚力发展“1+1+4”产业集群，即电子信息千亿产
业集群，体育产业五百亿产业集群，机械制造、能源建
材、轻纺鞋服、农产品加工百亿产业集群。 未来，大竹
县将紧扣建设西南机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的目

标，以产业集群为龙头牵引，以集聚创新为主要形态，
以配套协同为发展方向，高点切入全球、全国产业链
中高端，整体提升县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立足成渝经济区广阔的发展视野，大竹不断以新
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起点，构建开放合作大格局，积极
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
群发展，全面拓展开放空间。 与此同时，大竹还抢抓达
州建设开放口岸和综合保税区战略机遇，大力实施招
商引资攻势行动，促进“1+1+4”产业规模集群成链、
做大做强，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着眼未来，大竹已划定“三步走”的宏伟蓝图：到
2020 年，大竹县将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 达到
400 亿元以上；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西南机械电子信
息产业配套基地，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产业实现集群
发展，GDP 达到 580 亿元以上，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
展前 30 强。 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川东渝北区域次级
中心城市，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 达到 1200
亿元以上，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次级中心城市。
（来源：大竹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