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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重点产业投资推介会暨全国青年川商座谈会

开放巴中 腾跃发展
阴 何菊

山中水中袁入画巴中遥
投资巴中袁财富与共浴
这里有物华天宝的盎然魅力院风
光迤逦袁景色秀美袁天然氧吧遥境内有
50 余种矿产资源袁霞石尧石墨储量及品
质居亚洲第一袁 天然气储量超过一万
亿立方米遥
这里有崛起川东北的发展魄力院
野以脱贫攻坚为统揽袁 加快绿色崛起袁
奋力后发赶超袁 努力建成川陕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示范区袁 走出一条秦巴山
区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新路子冶遥
这里有腾跃发展的不竭动力 院
野148冶构筑起野海尧陆尧空冶三维立体交
通网袁内畅外达袁物畅其流曰野巴中因企
业而兴袁以企业为荣浴冶巴中以此告诉
世人袁用野最好的服务效率冶袁创野最优
的营商环境冶袁 倾力打造一方投资热
土袁发展高地遥
天地灵气眷顾袁自然风泽水润袁后
发赶超势劲遥 巴中正以诚恳的姿态邀
请八方宾朋前来投资兴业安居袁 共享
入画巴中的盎然魅力袁 共创绿色发展
的美好未来浴

建野服务政府冶野诚信政府冶袁不折不扣兑现优惠政
策和支持条件袁 旗帜鲜明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袁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遥
努力有目共睹袁成绩渐渐显现遥优越的投资
环境使巴中成功入选野中国十佳最具投资营商价
值城市冶野最具绿色渊旅游冤投资价值城市冶野中国
现代物流示范城市冶野中国十大发展魅力城市冶袁
入围野中国区域投资营商环境榜冶遥
看好巴中丰富的高品位石墨资源袁意科碳素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仕高在巴中经开区投资 3 亿
元搞起石墨深加工遥野巴中政府的服务比石墨资
源还可贵遥冶 朱仕高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讲道袁
野项目自落地起袁市委尧市政府领导经常深入项
目建设现场袁了解推进情况袁针对困难和问题安
排专人及时解决袁 在硬件设施上尽力减少企业
负担遥在政务服务上袁从项目洽谈考察到落户建
设实行耶专班跟进尧全程服务爷袁从工商注册到立
项审批都采取耶一站式服务爷遥办事效率之高让
我没有想到袁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认定一个目标院
把项目建好尧把企业办火遥正是因为有了高效优
质的服务环境袁 企业在短短一年内就成功升入
规模企业遥冶
而这样的感动袁在巴中无处不在遥野我们总投
资就几百万袁跟那些投资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企业
相比袁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袁但是巴中并没有
嫌弃我们袁而是处处关心照顾遥冶大青山种养殖合
作社负责人李直谈起投资巴中恩阳的经历袁感慨
颇多袁野我是第一次接触农村产业袁农发局的工作
人员和村干部多次与我们对接袁心贴心地为我服
务袁真的让人感动啊遥冶
美丽巴城

巴中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何平在经开区调
研尧督导项目建设

巴中经开区全景

巴中市与重点采购商代表座谈会

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启动仪式

南江县香炉山杜鹃花美景渊肖洪波 摄冤

交通之畅
野148冶立体交通让区位优势日渐突出
巴中魅力何在钥 今年的几个画面可以佐
证要要
要
6 月 23 日袁在第二十届中国渊重庆冤国际投资
暨全球采购会渊简称野渝洽会冶冤上袁巴中签约项目
33 个袁投资总额 60.85 亿元曰
6 月 28 日袁全球最大的石英晶片供应商要要
要
泰美克晶体技术有限公司在巴中总投资 3 亿元
的泰美克晶片及手机陶瓷配件生产项目袁在巴中
经开区大众创业园正式投产袁项目从签约到投产
仅用了三个月曰
8 月 5 日袁 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
英丽女士在深入巴中考察后表示袁巴中是一个美
丽富饶的地方袁环境优美尧城市特色鲜明袁发展潜
力巨大袁将积极推动德国企业到巴中投资兴业曰
噎噎
发展为要袁交通先行遥巴中的魅力体现在
交通遥
野从恩阳出发袁10 来分钟就可以到达巴中市
区袁3 小时就可到北上广尧成渝西等大城市袁1.5 个
小时可到周边的达州尧广元尧南充等城市袁对我们
产品的推广特别有利遥冶谈到最初的投资意向袁重
庆安碧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菠道出了
初衷袁野我们来巴中恩阳投资发展芦笋产业袁就是
看中巴中便捷的交通和良好的地理环境遥冶
加快发展袁交通先行遥巴中要实现脱贫致富
与全面小康的野双重跨越冶袁首当其冲的是筑牢腾
飞的跑道遥近年来袁巴中坚持野海尧陆尧空冶交通建
设齐头并进袁全面构建立体大交通体系袁连续多
年交通建设投资超百亿元遥
从陆运到航空袁再到水运袁巴中建起了一张
三维立体式交通网络曰 内外通畅袁 从城市到乡
镇袁再到农村袁实现了全域覆盖遥如今到北上广尧
成渝西等大城市袁只需 3 小时袁到周 边的达州尧
广元尧南充等城市袁只需 1.5 个小时袁到市内兄弟
县区袁不到 1 小时袁实现了与外界无缝尧多点尧高
效对接遥
据介绍袁随着巴中恩阳机场明年形成通航能
力袁巴万高速开工建设袁巴陕高速快速推进袁巴广
渝高速年底全线通车袁 以 1 个机场尧4 条铁路尧8
条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形成袁巴
中将成为四川北上出川尧 东向达海的重要节点遥
三五年后袁巴中将形成野米冶字型高速公路尧野十冶
字铁路并有通航机场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袁成为
最重要尧最便捷的区域交通枢纽袁在中国西部袁显
性和潜在的承接尧集散优势十分明显遥

天堑变通途袁巴中再也不是偏远之地遥今天袁
巴中的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袁后发赶超的底气不断
增强遥
野巴中地处中国版图腹心尧 成都重庆西安三
大城市的几何中心袁 是川陕革命老区核心区域遥
近年来袁巴中通过全力打造耶148爷立体交通工程袁
区位劣势正转变为区位优势遥冶今年 7 月袁在巴中
举行的重点产业投资推介会暨全国青年川商座
谈会上袁巴中市委书记罗增斌的话掷地有声袁野今
天的巴中正迎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省委尧省政
府推动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等重大机遇袁具有
广阔投资前景遥冶

资源之富
红绿资源富集开放潜力巨大
巴中除了优越的区位优势袁 丰富的红色尧绿
色资源也是它成为投资热土的重要元素遥
巴中是红色资源的富集地遥巴中是野红军之
乡冶袁 为中国第二大苏区要要
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和首府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12 万巴中儿女
参加红军袁4 万多人壮烈牺牲袁为中国革命胜利作
出了卓越贡献遥从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袁走出了 27
名共和国将军尧128 名省部级干部袁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徐向前尧陈昌浩尧李先念尧张琴秋尧廖承
志尧刘瑞龙尧吴瑞林尧傅崇碧等曾在这里 浴血奋
战袁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遥现有红色革命遗址尧
遗迹 908 处袁其中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遗址 2 处
64 点袁省级文物保护遗址 12 处袁市尧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渊遗址冤289 处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4 处遥 其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尧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尧巴山游击队纪念
馆尧刘伯坚纪念馆尧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5 景
区进入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曳遥
巴中生态资源得天独厚遥巴中属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袁年平均气温 17益袁多年平均光照时数
为 1462.1 小时袁森林覆盖率达 58%袁有着野天然氧
吧冶的美称袁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 98.9%袁四季绿
水青山尧常年蓝天白云尧雨后云雾缭绕尧终日鸟语
花香袁是一块资源富集的绿色沃土袁被中外专家
称为 野四川省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冶
野国际山地运动休闲度假区冶袁是四川 10 大野最佳
森林康养目的地冶遥 巴中有野生动植物 2400 多
种袁玉尧域级保护动植物 65 种曰药用野生动植物
和药用矿物 1600 多种袁被收录入叶国家药典曳的
道地药材品种 90 个遥345 种农产品获得全国无公
害食品尧绿色食品尧有机食品尧地理标志认证曰由
通江银耳尧南江黄羊等组成的野巴食巴适冶已成为
特色优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袁野巴中云顶冶被评

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遥 有 50 余种矿产资源袁石
墨尧 天然气储量丰富袁 石墨已探明储量 6700 万
吨袁霞石 2100 万吨袁居亚洲第一曰天然气总量 1
万多亿立方米袁已探明储量 2000 亿立方米遥
巴中旅游资源闻名遐迩袁不仅有全国最大的
红军将帅碑林尧红军石刻标语尧红军烈士陵园尧川
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袁 还有光雾山窑诺水河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袁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尧空山
国家森林公园等 4 个国家森林公园遥当前袁光雾
山-诺水河地质公园正向世界级地质公园的目标
发起冲锋遥
此外袁巴中劳动力资源也颇为富集遥有适龄
劳动力 170 万人袁 外出务工劳动力常年保持在
110 万人以上袁劳动力成本低袁资源红利至少 10
年遥同时袁巴中父老乡亲也特别淳朴善良袁浙江商
人徐先生对此感受颇深院野今年袁8 月 14 日袁 我在
巴中将装有 12 万现金尧3 张银行卡的手提包遗忘
在一市场袁没想到好心人捡到后袁立即报警袁警方
根据身份证信息很快就找到我袁12 万元现金一分
不少遥冶

服务之优
野心贴心冶促企业放心舒心安心发展
野巴中因企业而兴袁以企业为荣浴冶6 月 23 日袁
在重庆举行的四川巴中渊重庆冤重点产业投资推
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巴中市委副书记尧市长何
平如是讲道袁巴中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尧更加良
好的信誉尧更加优质的服务尧更加有效的作为回
馈客商袁实现互利共赢遥
作为后发地区袁在新一轮发展中袁巴中决策
者们坚持以野心贴心冶式优良服务来赢得发展先
机遥市县领导坚持每月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袁坚持
每季度召开全市外来投资暨民营企业协调服务
座谈会尧民营企业恳谈会袁坚持建立企业问题台
账袁坚持限时解决问题遥同时袁对重点项目企业实
施野一企一策冶;重点招商项目推行工商注册野一表
通冶尧基建项目野一表制冶;实施野一把手冶工程袁促进
重大项目野开花结果冶遥
巴中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袁营造了优越
的投资环境遥一是出台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
开放的意见曳叶巴中市投资鼓励办法曳叶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投资促进工作的意见曳叶关于加快
巴中工业发展的决定曳叶重大产业招商项目统筹
推进工作办法曳叶招商引资第一引荐人奖励办法曳
等系列文件袁规范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遥二是出台
了 叶巴中市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全程代办服务办
法曳叶巴中市损害投资软环境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曳
等系列文件袁提升服务效能和水平遥三是大力构

成效之丰
巢好凤纷来引得发展活力无限
得天独厚尧风生水起的巴中袁让越来越多的
海内外客商把目光转向这片投资的热土遥一批世
界 500 强尧中国 500 强企业纷至沓来袁赢得先机遥
看好巴中的环境与前景袁 意科碳素有限公
司尧 好彩头公司等企业还把企业总部搬到了巴
中遥野这里不仅有优越的生态环境袁还有非常贴心
的政务服务遥 公司上下对在巴中的发展充满信
心袁今年 4 月公司还启动了主板上市计划遥冶谈及
巴中的发展环境袁 好彩头公司一负责人大为赞
叹袁好环境也是生产力袁公司把总部搬到巴中恩
阳就是看好这边的环境与服务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野十二五冶期间袁巴
中全市累计引进市内外资金超过 1300 亿元袁相
当于在野十一五冶的基础上翻了 4 番袁实现了从
十亿到百亿再到千亿的三级跳袁 被誉为后发赶
超典型遥
今年来袁 巴中招商引资工作仍然成效显著院
1-6 月袁 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55.67 亿元袁同
比增长 11.92%曰新建项目到位资金 60.55 亿元袁占
比 23.68%曰 省外到位资金 72.66 亿元袁 同比增长
7.5%袁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20 亿元的 60.55%遥同
时袁区域合作也有新成就袁在推进成巴协同发展
中袁已有大山林业农业渊巴中冤产业园尧文阳集团
物流园区等 4 个产业项目近期有望签约落地遥在
深化与北京市东城区友城合作袁举成功签约企业
3 家尧投资 19.1 亿元遥
大招商招活一池水遥 2011 年以来袁巴中全市
累计招商引资 1000 多个项目袁 基本形成以福建
好彩头尧 陕西海升集团为代表的食品饮料产业袁
以三强集团尧 千方药业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袁
以兆润摩托尧 渝翔机械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产业袁
以达芙妮尧 中兴纺织为代表的纺织服装产业袁以
建丰林业尧 雅姿家居为代表的家具建材产业袁以
广东温氏尧 巴山牧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业袁以
盘兴西部物流园尧中国西部商贸城为代表的商贸
物流产业袁 产业的配套能力和承载能力不断增
强遥巴中经济开发区还成长为我省野十二五冶期间
重点培育的营业收入超 500 亿元产业园区袁创造
了追赶跨越的野巴中速度冶曰目前袁正全力争创野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冶遥
一个个野大腕冶的强势登陆袁为巴中发展注入
巨大活力遥今天的巴中袁正立足比较优势袁借力政
策倾斜袁以千钧之势再造一个野产业巴中冶遥
一个以区位尧生态尧资源尧平台为载体 的投
资热土正在沸腾袁一个以实际行动亲商尧爱商尧
惠商尧富商的投资高地已经形成遥勤劳尧朴实的
巴中人民袁张开热情臂膀袁诚邀八方客商袁共创
新的辉煌遥
山中水中袁入画巴中袁投资巴中袁财富与共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