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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近日，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落实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关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促进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和四川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四川省发改委等

13 部门印发《四川省促进工业经济稳

定增长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释放

工业增长潜力、纾解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积蓄工业稳定增长后劲、促进工业

经济行稳致远等五个方面制定 14 条

政策措施，以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稳运行，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方面，《行动方案》要求保障工业发展

合理用能，做好重点生产要素保供稳

价，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四川将建

立产业链供应链监测体系，开展常态

化监测，及时掌握变化动态，预警基础

能源产品、关键矿产品、成套设备、核

心零部件等可能出现的断供风险，保

障重要生产物资的运输畅通，维护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

同时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开展制

造强市和特色优势产业试点示范，探

索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组织开展任

务攻关，编制发布产业基础再造重点

领域技术（工艺、产品）目录，实施一批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成果应用示范项

目。建立重点产业链“链长 + 链主”推

进机制，培育“链主”企业，推进强链补

链。实施“贡嘎培优”行动计划，加快构

建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体系。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扩需求，释放工业增长潜力反面，

《行动方案》明确，落实《四川省促进制

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四

川省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若干政策》，

推动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

产。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项目按程序

纳入省重点项目，加快“16+1”重点产

业、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新型基础设施

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保障纳入规划

的重大项目土地供应，支持产业用地

实行“标准地”出让，提高配置效率。

大力推动技术改造。实施工业企

业技改投资升级导向计划，持续开展

技改服务专项提升活动。推动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建设，实施生产线和工业

母机改造，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 + 传统产

业”规模化应用。落实重点领域节能降

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推进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

改造。

在加大融资力度和破解用工难题

等方面，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加

强银行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考核约束和

窗口指导，出台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

等实体经济发展评价激励办法，用好

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推动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着力破解企业用工难题，开展大

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推行项目制

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探索开

展园区制培训试点，支持工业企业广

泛开展职工岗前培训、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健全重点企业用工常态化服务

机制，创新开展“送岗上门”“送岗入

企”“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落实国家

支持企业稳岗等政策。

增动能，积蓄工业稳定增长后劲方

面，为了增强工业发展动能，积蓄工业

稳定增长后劲，《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推

动产业技术创新。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创

新。实施产业技术攻关路线图，支持开

展联合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示范。进一步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建设各类

自主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围绕重点领域市场需求研发新技

术、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实现创新成

果产业化生产和商业化应用。

同时要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落实《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

动能的实施意见》，以示范应用、场景打

造为牵引培育壮大新经济新动能。加快

建设生物医药、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

保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展生

物经济、5G融合、超高清、北斗、通用航

空、氢能等新兴产业示范应用。加快发

展清洁能源、钒钛、动力电池、晶硅光伏

等绿色低碳优势产业。

为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行动

方案》要求，落实好国家新出台及延续

实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等系列税费

优惠政策和四川省“税十一条”，研究

出台地方税费支持政策，同时鼓励地

方安排中小微企业纾困资金。

谷雨时节雨水充沛，正是庄稼生

长的最佳时节。随着天气回暖，在四

川广汉市向阳镇田间地头、育秧大棚

内，不少种粮大户抢抓时令，提前开

启水稻插秧模式，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派农忙景象。

在种粮大户付洪玉新承包的地

里，一台台农用机正在紧张工作，农

户们忙着清理育秧盘，赶早春、抢农

时，一派春耕备耕的忙碌景象。据付

洪玉介绍，她家今年承包了 500 多

亩地，同兴村像她一样的水稻种植

大户有 8 家，水稻种植面积达 4000

余亩，集中育秧工厂有 3100 平方

米，大家合资购买了机械插秧机 13

台、收割机 1 台、无人机 2 架，从育

秧到插秧，从耕地到播种，从施肥到

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极大提高了

耕种效率。

“20 盘育秧就能机插一亩大田。

一袋 2.5 公斤的旺苗能拌 250 公斤的

营养土，装成 100 个盘，能够机插 5

亩田，育秧结束后，流转的 500 亩地

几天时间就可以全部插完。”付洪玉

充满信心，“过去靠人工插秧很难在

短时间内完成，而且插播也不均匀影

响粮食产量，现在依靠机械插秧，既

节约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生产效

益。现在每亩粮食产量稳定在 650 公

斤，比人工插秧每亩增加了 50 公

斤。”

据悉，近年来，向阳镇严格管控

耕地“撂荒”及“非农化”“非粮化”，全

力做好耕地保护工作。今年，向阳镇

计划栽插水稻 1600 亩，机插集中育

秧已落实面积 500 余亩，通过政策扶

持、示范带动、技术指导等举措，大力

推广水稻工厂化集中育秧和机械插

秧，提高春耕效率，为实现全年粮食

稳产增效目标打牢基础，再过几天，

将陆续进入水稻秧苗移栽阶段，30 余

台插秧机整装待发，相继进入工作阶

段，机插率预计将比上年同期增长

5%以上。同时，向阳镇深入开展农业

机械化、智能化推进行动，以“互联网

+”为载体，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各环节与

领域的应用。

阴本报记者 胡斌 文/图

俗话说“谷雨莫等闲，春耕到眼

前”。4月 20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

雨，这也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在四

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千佛镇瓦子坝村

粮油基地，一场主题为“云上观春·劳

动最美”的井研县第二届插秧节活动

举行。

在和煦的阳光下，当日上午 9 时

30 分，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号令，30

余名插秧能手提着青秧走向田坎，将

秧苗一把一把抛到水田里。

蓝天为背景，水田作舞台，插秧

参赛者们本色出演，和着观众的加油

声，绿水青山作见证，演绎美丽田园

农耕农忙之美。比赛中，选手们赤脚

撸袖、埋头弯腰，左手握秧苗，右手飞

快地进行分苗、插秧，快速向终点线

后退，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延伸开

来。田坎上的观众热情激动，高声呐

喊助威，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水田里，欢快的笑声与劳作声

交融在一起，让这里变得生机勃勃。

“通过这次插秧节活动，调动了

我们种粮的积极性，我们要多种粮、

种好粮。”井研县千佛镇瓦子坝村村

民程建康说。

在传统插秧大比拼后，活动还举

行了机械插秧比赛，来自该县的老农

民专合社、奇能米业、绿源农业 3 家

水稻种植企业在同一块水田启动插

秧机，展现机械插秧的高效率。

“我们老农民合作社今年在宝五

新建一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针对我

们全县粮油耕种防收全程托管服务，

建立一个标准化、现代化的农事服务

中心。我们选购的粮油机械设备，都

是现在市面上最先进的、最科学的农

机设备，为全县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

保障。”井研县老农民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周建伟说道，今年前期

的油菜已经达到高产，后期水稻也开

始在插秧，以现在的气候来判断，今

年的水稻肯定是一个丰收年。“插秧

节”演绎了农耕文化之美，是最动人

的乡村风景。插下的是对收获的希

望，寄托了大家对好收成的希冀。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展示区，展示

了桑果、兔肉干、蜂蜜柚子茶、翰香

酒、优质大米等井研本土的特色农产

品，以及各式传统农具和现代农业机

械，受到在场群众的关注和青睐。

井研县委农办专职副主任狄智

勇介绍说：“我们聚焦粮食只增不减

目标，鼓励中稻、再生稻，充分利用旱

地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幼果

林间套种大豆，推广粮经复合种植、

稻渔综合种养，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支持各类生产主体大力发展单

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创

新制定井研县稳定粮油生产十条措

施，包括集中连片流转土地补助，低

效经济林撂荒地整治补助等十条措

施，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井研自古为“盆中丘陵粮经区”，

是全国产粮大县。井研县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扛

起粮食安全重任，全力保障全县粮食

安全。据了解，2021年，井研县收购储

备稻谷 3965 吨，新增储备小包装大米

500 吨、小包装菜籽油 50 吨。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政策性储备粮油

15550吨计划全面完成，其中省级储备

9000吨、县级储备6550吨全部在库。

近年来，井研县以粮食安全生产

为目标，持续推进南部百里粮油走廊

建设，新建高标准农田 3.5 万亩，全县

高标准农田累计达 42.21 万亩，占耕

地面积的 65%；成功争取到全省第一

批“五良”融合产业宜机化改造项目，

力争今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 66 万

亩，产量稳定在 24.6 万吨。其中，今年

水稻播种面积约 22 万亩，油菜播种

面积 19.3 万亩，玉米 17.1 万亩，大豆

种植 12.4 万亩（其中玉米套作大豆达

5万余亩）。

四川提出 14项重点任务
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四川广汉市向阳镇
机械化育秧 助力春耕生产

阴 刘金柯 本报记者 高明山 李鹏飞

云上观春 劳动最美
四川乐山市井研县举办第二届插秧节

阴本报记者 胡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