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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府办发〔2016〕46 号 
 

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巴中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相关部门，巴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巴中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已经市委

三届第 202 次常委会议和三届市政府第 10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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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食品饮料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巴中最具

特色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为加快食品饮料工业结构调整，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巴中特色的生态工业体系，实现持续健

康发展，特编制《巴中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第一章   发展成就 

 

“十二五”期间，全市食品饮料工业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和稳增长系列政策，主动适应

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增添新措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一、总量规模逐步扩大，支柱地位得到新巩固 

2015 年，全市食品饮料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104 家，资产总

额达到 42.7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3.8 亿元，实现利税

16.2 亿元，从业人员 1.26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108.2%、

212.3%、273.8%、134.4%和 343.6%。主要产品产量较快增长。

食品饮料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 2010 年的 0.77:1 提高

到 2015 年的 1.64:1。食品饮料工业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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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五年食品饮料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年度 
产品名称 单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32962 58119 49146 47882 65698 72000 
鲜冷藏冻肉 吨 162717 262196 233153 218279 189087 145600

白酒 千升 126851 211795 170933 255021 285904 277047

精制茶 吨 446.9 898.4 1005.8 1488.3 2549 2693 
图 1：  2015 年食品饮料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图（%） 

 

二、行业体系日趋完善，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坚持绿色、有机、休闲等方向，着力发展白酒制造、肉制

品加工、食用菌生产、粮油加工等产业集群，全市基本形成白

酒、畜禽肉制品、茶叶等软饮料、食用菌、果蔬、粮油等产

业。重点培育推出椴木耳菇、高山茶叶、“食饮巴药”、生态畜

禽、优质粮油、特色果蔬、巴河水产、风味食品等特色优势产

品，通江银耳、“米仓山”核桃荣获“天府七珍”优质森林食品称

号。产品结构正向多元化、优质化、功能化方向发展，食品饮

料产品结构趋于优化，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通江银

耳、南江黄羊、马铃薯、芦笋、茶叶等特色基地初具规模。 

三、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品牌建设迈出新步伐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推进食品饮料工业品牌化、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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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发展，涌现了“江口醇”、“罗村”等一批拥有较高知名度、

深受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和品牌，成功打造综合性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巴食巴适”。全市现有 12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6 个四川名牌产品，无公害认证 204 个产品、绿色认证 49 个产

品、有机认证 70 个产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4 个，省著名商标

21 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3 个，2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设立了核桃、巴山土鸡等市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第二章   “十三五”面临的形势 

 

一、有利环境 

（一）资源优势日益凸现。森林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

57.6%，有中药 1386 种，野生动物 1200 余种，素有“川东北氧

吧”和“四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的生物基因库”之称。米仓山、空

山等 4 个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全省十大“最佳森林康养目的

地”。水利资源，巴中境内有大小河流 1100 多条，水力资源蕴

藏量 125.41 万千瓦。近年来，全市加快水利设施建设，已建成

水库 724 座，还将建成 1 座大型水库，8 座中型水库。农产品资

源。全市建成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16 个，设施栽培面积 4.5 万

亩，建成 548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其中部级畜禽标准化

示范场 5 家、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12 家，省级示范场 21 家。

2015 年粮食总产量 170.89 万吨，肉类总产量 31.55 万吨，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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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量 6.36 万吨。实施核桃、茶叶、巴药“三百工程”，特色产

业基地达 533 万亩，总产量 356 万吨。其中，核桃面积 50 万

亩，水果产量 5.37 万吨；茶叶面积 55 万亩，茶叶产量 0.27 万

吨；草本巴药面积 60 万亩，中药材产量 1.95 万吨。 

（二）区位优势逐步提升。巴中位于米仓山南麓，300 公里

范围内有大城市 3 个、中等城市 9 个、县级城市 40 个，区域人

口 1.3 亿，潜在消费能力为加速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

间。巴中是长江经济带、陆上“丝绸之路”和成渝、关天两大经

济区的结合地带和南北东西要素聚集的经济走廊，按照“四纵四

横一航”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随着 8 条高速公路、3 条铁

路、1 个机场加快建设，将形成到南充、达州、广元、汉中 1 小

时交通圈，到成、渝、西 3 小时交通圈，巴中将成为四川北向

东向开放前沿阵地。 

（三）“互联网+食品产业”起步良好。随着“互联网+”概念

席卷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互联网+食品产业”正成为新风口。

依托省商务厅“全企上网工程”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双推工程”，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以“智慧

巴中”建设为突破口，以“互联网+”为抓手，开展“全企触网行

动”，建立钻山甲、慧聪网、淘宝巴中馆等电商平台，采用“线

下实体重体验，线上平台重销售”的 O2O 新模式，广泛使用移

动新媒体宣传销售渠道，构建政府、企业和网商联合打造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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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巴食巴适”品牌，形成绿色、有机食品电子商务产业生态

圈，为食品饮料加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政策扶持持续加力。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国务院印发的《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4 年本）》，对我市加快食品工业发展提供了

政策保障。省人民政府《川东北经济区发展规划（ 2014-

2020）》以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新兴增长极为目标，明确了

川东北经济区发展定位和总体布局，将我市绿色生态食品列为

发展重点，从省级层面统筹谋划我市未来发展重点。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加快四大成长型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将食品饮料

产业列为四大重点成长型产业之一。 

二、制约因素 

（一）企业规模小，龙头带动作用不足。全市现有食品饮

料生产企业 200 余家，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仅 1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只有 19 家。企业规模小、龙头带

动不足、规模效应不显、集群发展不够、市场竞争力弱成为全

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的短板。  

（二）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不够。2015 年，全市农副产

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及以白酒为主的饮料制造业占食品饮料

产业的比重为 50.1%、9.7％和 40.2％，初加工产品多，产业链

条短，附加值低，效益不高。肉产品结构表现为“四多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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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白条肉、冷冻肉多，分割肉、冷却肉、小包装肉品种少，生

肉制品多，熟肉制品少，高温制品多、低温制品少，粗加工产

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稻谷加工产品以大米为主，米糠、碎

米等副产品没有深加工；豆制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高附加

值的卵磷脂、异黄酮等深加工品少；蔬菜以鲜销为主，脱水蔬

菜、泡菜、罐头类等深加工处于起步阶段。 

（三）公共平台软，园区承载能力不强。全市食品饮料园

区管理、运行和开发主要靠政府投入，园区仓储物流、教育培

训、创业辅导、投资融资、政策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不配套。

园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服务网络、区域创新体系不足，“产业

创新公地”缺失。 

（四）科技投入少，创新驱动力弱。全市食品饮料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 0.5％。部分企业设备陈

旧、技术落后，高新加工技术、贮运技术、包装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力弱，产品档次不高；系列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不能

满足现代化、规模化发展要求，影响产业发展；技术、管理、

营销人才和技术工人缺乏，难以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对食品

饮料产业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问题。 
 

第三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遵循“五大发展”理念，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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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一带一路”建设、秦巴山片区扶贫攻坚和川陕革命老区振兴

计划的重大机遇，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

道路，围绕绿色生态、突出特色、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强化

产业培育，实施品牌战略，建设园区平台，构建安全体系，扩

大开放合作，重点打造“一基地三品牌四中心五产业”，初步建

成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竞争力的新兴增长极。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绿色生态，安全发展。统筹兼顾食品饮料工业

发展和质量安全，构建质量安全控制和管理体系，加强食品安

全检测和监控，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质量安全监管长

效机制，促进食品饮料工业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市场导向，开放发展。落实供给侧改革，研究

市场有效需求，打造区域品牌、行业品牌和名优产品品牌，创

新营销理念，推动销售渠道再造，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

大对内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提升全市食

品饮料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坚持科技支撑，创新发展。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新产品

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食品饮料业工

厂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营销网络化，促进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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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发展转变。 

（四）坚持优势特色，差异发展。把握产业发展新形势，

注重差异化发展，走主食工业化、特色食品休闲化的专、精、

特、新之路。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产业优化重

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巴中特色

食品饮料产业生态群落。 

三、发展目标 

食品饮料工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质量安全水平进

一步提高，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

自主创新能力强、营养健康、竞争力强的现代食品饮料产业体

系。重点发展饮料类、肉食品类、食用菌及山林食品类、粮油

及调味品类、果蔬食品类五大产业。创建巴中区域品牌、行业

品牌与名优产品品牌三大品牌。加快建设西部绿色有机食品质

量认证中心、国家酒类监督检验中心—川东北分中心、秦巴农

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秦巴农产品仓储物流中心四个中心。

打造西部绿色食品饮料产业基地。 

（一）规模效益保持较快增长。全市规上食品饮料工业总

产值突破 500 亿元，年均增长 14.1%；利润 40.5 亿元，年均增

长 12.3%。食品饮料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 2.2:1，食

品饮料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 10%以上。2025 年，力争

全市食品饮料工业总产值 800 亿元，年均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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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加强食品饮料质量标准体

系、安全监管体系、质量检测体系、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规

上食品饮料生产企业普遍推行良好操作规范（GMP），70%以上

达到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认证要求，普遍建立企

业诚信管理体系（CMS）。食品饮料质量抽检合格率达 98%以

上，人民群众对食品饮料质量满意度显著提高。 

（三）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显现。产业结构提升，培育产值

超 100 亿元产业集群 1 个，50～100 亿元产业 4 个，10～50 亿元

产业 2 个；建设秦巴农产品仓储物流中心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平

台。产品结构改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例稳步提高，无

公害、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380 个以上。企业结构优化，培育

形成一批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具有竞争力优势的大型

食品饮料企业（集团），提高重点行业的生产集中度；中小微食

品饮料企业发挥专、精、特、新优势，形成各类企业分工协

作、共同发展的格局。规上食品饮料企业达到 160 家，产值超

10 亿元企业 10 家以上，超亿元企业 100 家以上。区域布局合

理，建设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区域影响力的食品、白酒、食用

菌、茶叶等专业园区，创建国家级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园区产值达到 350 亿元，形成区域食品饮料工业协调发展的新

格局。 

（四）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全市食品饮料业新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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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率达到 30%，新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1 家，国家农产品加工

技术研发专业分中心 5 家，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长 10%，省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3 家以上。 

（五）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成效显著。食品饮料副产品综

合利用率提高到 8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以

上。 

 
第四章  发展重点及布局 

 
结合优势资源和现有产业基础，全市食品饮料业重点发展

饮料类、肉食品类、食用菌及山林食品类、粮油及调味品类、

果蔬食品类等五大产业。 

一、饮料类 

（一）酒类 

1.发展方向及重点 

——白酒：根据国家“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扶优限劣，降

耗节粮”的发展方向，抢抓巴中被列入“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协

作区的发展机遇，按照“有机原料种植—基酒酿造—储存（副产

物综合利用）—勾调—灌装—包装物制造—物流配送”的全产业

链，坚持“高端引领、绿色生态、集群发展”的思路，依托远鸿

小角楼、江口醇、全丰等白酒制造企业，重点发展优质白酒生

产，鼓励发展优质发酵酒，适度开发高端产品，全力打造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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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根据需求支持发展小曲清香等其它香型白酒。 

——果酒：鼓励利用非粮食原料发展果露酒产业。利用大

巴山区优质水果（葡萄）资源，重点支持葡萄酒生产企业开发

不同酒度、干型半干型露酒、果酒，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 

——啤酒：强化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走差异化创新

之路，争取国内外大型啤酒集团来巴投资建厂，丰富巴中酒类

品种，辐射广安、达州、广元、汉中等地千万级人口的啤酒消

费市场，提升巴中工业实力。 

2.发展目标。酒类行业产值 150 亿元，建成 4 平方公里的小

角楼、江口醇白酒产业园，着力打造川东北最大的优质白酒生

产基地，将江口醇、小角楼打造成中国白酒一流品牌，并成为

“中国白酒金三角”的重要节点。建成 5000 吨/年的现代化葡萄酒

厂和年产 30 万千升级啤酒的工业园 1 个。建成生态酒庄 5 个。 

3.空间布局 

——依托全市白酒产业的独特地域性资源、区域优势和产

业基础，重点打造远鸿小角楼、江口醇酒业文化产业园区和全

丰白酒文化产业园，加快发展花丛曲酒、通江银耳酒。 

——在通江县、恩阳区葡萄、水果等生产基地，就近发展

一批葡萄（果）酒制造企业；挖掘历史、红军和葡萄酒文化，

在全市知名的旅游景区、特色小镇规划布局一批葡萄酒庄。 

——抓住大型啤酒集团逐步向川东北布局的新机遇，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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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力争在巴中经济开发区建立啤酒工业园。 

专栏 1                          酒类制造产业重点项目 

远鸿小角楼 3 万吨/年浓香及酱香型原酒生产、江口醇酒业新增 2 万

吨原酒技改扩能、巴中经济开发区 30 万千升/年啤酒生产、全丰酒业原浆

酒生产、1 万吨基酒扩能技改及高梁基地建设、花丛曲酒厂 1 万吨/年优

质白酒技改项目、银耳酒业 6000 吨/年银耳系列酒改扩建工程、鹦哥葡萄

酒业 5000 吨/年 葡萄酒生产项目等。 

（二）茶叶 

1.发展方向及重点。充分发挥“高山、生态、富硒”优势，彰

显巴中茶叶，高锌高 EGCG 高氨基酸富硒无农药污染“三高一富

一无”特色。按照“名优茶大众化、大宗茶优质化”的理念，加快

茶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打造“品种改良—育苗推广—基地建

设—茶叶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区域性公共品牌及交易

平台—茶文化产业—终端市场及消费”的茶叶全产业链。调整和

优化产品结构，壮大发展绿茶、加快发展白茶，支持企业自主

开发超微粉茶、袋泡茶、“功夫红茶”和黄金茶等；鼓励企业利

用茶叶加工副产物、废弃物提取茶多酚、茶皂素、儿茶素等高

附加值产品，延长茶产业链，提高茶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经济

效益。按照“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模式，整合巴蜀白

茶、天岗银芽、云顶茗兰、皇山雀舌等全市茶叶品牌，制定“巴

中云顶”茶加工地方标准，推进茶叶生产的机械化、清洁化、标

准化，把“巴中云顶”茶叶打造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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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目标。全市茶叶种植面积 100 万亩，综合产值 100 亿

元，其中茶叶加工业产值 50 亿元。培育茶叶加工厂、专业合作

社 200 家以上，其中年销售额 1000 万元以上茶叶企业 30 家、

5000 万元的茶叶企业 10 家、产值过亿元的茶叶产业化龙头企业

5 家。建设茶叶专业市场 1 个。把巴中建成全国最大的富硒茶产

业基地、全省“千亿川茶产业”重要基地、全国著名茶文化生态

旅游基地、秦巴山片区茶叶集散中心。 

3. 空间布局。每 5000 亩茶叶基地形成一个初加工片区，每

个片区建 1 个茶叶初加工厂；在通江、南江、平昌三县县城 5～

10 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高山茶、有机茶、富硒茶精深加工专

业园区，园区规模 500～800 亩，容纳加工能力 1000 吨以上的

茶叶加工企业 10家左右，开展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分级包装。 

（三）软饮料 

1.发展方向及重点。发展植物抽提液饮料、植物蛋白饮料、

功能饮料等巴中特色软饮料。大力发展银耳汤、芦笋、川明

参、果蔬汁和刺梨维 C 王、小样小乳酸等营养型饮料；支持发

展栀子保健饮料、“龙爪金银花茶”、灵芝保健茶等保健型饮

料，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规范发展包装饮用水（山泉水、矿泉

水、纯净水）。鼓励开发低热量饮料、冷藏果汁饮料产品，适度

发展凉茶、碳酸饮料等新饮品，提升营养型、健康型饮料的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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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工业产值 50 亿元。培育产值超亿元企业

10 家，超 10 亿元企业 1 家。逐步形成产业单一的普通饮料企

业、大型饮料企业与特色本土小型饮料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

构。 

（三）空间布局。在春在、柳林、东榆工业园区内规划建

设一批软饮料专业园区，以“秦源雪”矿泉水、黄林古井和民生

水业等企业为龙头，整合、转型发展一批包装饮用水企业。 

专栏2                     茶叶及软饮料类生产重点项目 

罗村大红袍茶深加工及 1300 吨/年优质富硒茶叶提取物加工，翰林茶业

500 吨/年青茶加工，巴蜀白茶 1000 吨/年白茶精深加工，秦巴茗兰、秦巴云顶

及元顶子富硒茶等茶叶精深加工，800 吨/年金银花饮料综合加工利用及产业化

项目，四川好彩头食品生产基地建设，民生水业 2 万吨/年龙爪金银花饮料生

产线建设项目，招商建设 50 万吨/年桶装饮用水生产线、45 万吨/年瓶装饮用

水加工、3.2 万吨/年秦巴山区有机果蔬汁饮料生产线、10 万吨/年原生态健康

茶饮料生产线等项目。 

二、肉食品类 

（一）发展方向及重点。以巴山牧业、北牧黄羊等企业为

龙头，发展“饲料—养殖—屠宰—肉类加工—冷链物流”畜禽肉

蛋制品加工全产业链。按照“变大为小、变粗为精、变生为熟、

变裸品为包装品”的思路，以青峪猪、空山黄牛、巴山土鸡、诺

水大鲵、江口青鳙、南江黄羊为重点，结合川式传统肉制品与

西式加工技术，发展优质分割肉、冷鲜肉和中低温肉制品；丰

富腌腊酱卤肉制品、中西式肉类香肠、肉类罐头等产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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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风味的畜禽肉蛋、水产精深加工，促进全市休闲肉质食品

规模化发展；提高动物油脂、皮毛、骨、蛋等副产物综合利

用，发展生物制品。把“巴山土猪、巴山土鸡、南江黄羊、空山

黄牛”打造成有较强竞争力的巴中特色品牌。 

（二）发展目标。肉制品年产值 90 亿元。新建巴山土鸡省

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1 个，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 家。

培育产值超亿元企业 10 家，超 5 亿元企业 5 家。建立标准化畜

禽养殖场 800 个、生态水产养殖园区 150 个。 

（三）空间布局。打造以东榆、柳林、春在工业园为集聚

点的“全市肉类食品加工“金三角”，形成以南江黄羊为标杆，生

猪产业为支柱，巴山土鸡为特色齐头并进的肉类加工新局面。 

专栏 3                        肉类加工重点项目 

巴山牧业 20 万头/年生猪屠宰，欣源兔业 300 吨/年优质兔肉精深加工，

犁夫牧业肉牛屠宰加工及肉干精深加工，巴山娃 3000 万只巴山土鸡等禽类精

深加工，南江黄羊肉制品加工与综合利用、德建食品 20 万头/年南江黄羊屠

宰及深加工，德润食品低温冷冻肉制品及方便食品生产，巴山罐头 3 万吨/年

肉类罐头生产线扩能，招商建 60 万头/年生猪屠宰加工、300 万只/年家禽屠

宰及精深加工、2 万吨/年特色生态冷水鱼深加工等项目。 

三、食用菌及山林食品类 

（一）发展方向及重点 

——食用菌加工。围绕“绿色、生态、健康”，以食用菌加

工企业为核心，实施“银耳倍增计划”，开发银耳汤、银耳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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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银耳饼干、银耳软糖、食用菌方便食品、银耳面膜等具有

巴中特色的食用菌健康饮料、休闲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

新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科研院所和院校为技术依托的创新战略联盟，开展食用菌低能

绿色干燥技术、食用菌复合保鲜技术等研究，创新驱动产业发

展。 

——山林食品加工。以南江米仓林业、巴中卓能林业为依

托，加大核桃和山野菜精深加工，重点发展核桃炒制品、核桃

饮料（含核桃酶解功能饮料）、核桃油、核桃营养粉、核桃风味

制品、核桃降脂产品、亚麻酸、亚油酸等产品，对核桃青皮、

核桃花、核桃壳进行综合利用开发，提高核桃的附加值。同时

重点开发即食山野菜产品、山野菜干制品等。 

（二）发展目标 

——食用菌加工业产值达到 50 亿元。培育年产值超 10 亿

元企业 2 家，超亿元企业 5-10 家。 

——山林食品工业产值达到 20 亿元。培育年产值超 5 亿元

企业 1 家，超 1 亿元企业 5 家，超 5000 万元企业 5 家，超 1000

万元的加工企业 15 家。 

（三）空间布局。食用菌加工以通江县、南江县为重点，

竹笋、核桃、板栗等山林食品加工以南江县、通江县和平昌县

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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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食用菌及山林食品类重点项目 

裕德源科技、绿洲菌业、宏信生物科技、九州科技、绿野食品等

4500 吨/年银耳深加工、5000 吨/年川明参加工、5000 吨/年食用菌罐头系

列加工、5000 吨/年茶树菇罐头系列加工，胡婆婆休闲食品搬迁扩能改

造，卓能林业 8000 吨/年核桃综合加工，招商 6000 吨/年木耳系列产品加

工，山霸王食品日产 100 吨银耳汤加工等项目。 

四、粮油及调味品类 

（一）粮油加工业 

1.发展方向及重点。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

提高粮油资源利用率和转化增值水平，促进粮油食品加工向健

康、方便、休闲以及功能食品方向发展。实施主食产业化工

程，建立健全应急加工供应体系，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建设，

增强口粮供给保障能力，推动主食工业化，形成精米、植物

油、玉米食品、淀粉及方便休闲食品等共同发展的粮油加工体

系。 

——稻谷加工：发展营养强化米、营养配米、专用米、胚

芽米；推进稻谷综合利用，利用大米生产高蛋白米粉、变性淀

粉，利用碎米开发米粉、粉丝、淀粉糖、米制方便食品和休闲

食品等；利用米糠开发米糠油、米糠蛋白、米糠营养素等产

品。 

——小麦加工：重点发展蒸煮、焙烤、速冻等面制食品生

产的专用粉、营养强化粉、全麦粉、预配粉；研究开发麦胚、

麦麸等副产物生产高蛋白、膳食纤维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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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加工：发展多样化的玉米加工食品和多用途的工

业原料，开发玉米粉、玉米浆、玉米粉丝等产品，推进玉米蛋

白粉、玉米淀粉糖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 

——薯类加工：以马铃薯和红薯为重点，大力发展薯类淀

粉加工。围绕薯片、薯条等产品方向推动马铃薯加工，大力发

展以马铃薯淀粉、全粉为原料的各种方便食品、膨化食品。 

——油料加工：以油菜籽加工为主，推广油菜籽脱皮、冷

榨、浸出制油等工艺，生产“双低”菜籽食用油、调和油。开展

以油菜粕为原料提取饲用、食用蛋白和精细化工原料的综合利

用。加快发展核桃油、花生油加工。探索支持发展油用牡丹新

兴木本作物加工，突出牡丹籽油加工，有条件开发牡丹化妆

品、牡丹养生茶、牡丹食品、牡丹提取物、牡丹副产品等。 

2.发展目标。粮油加工产值达到 60 亿元，马铃薯加工业实

现产值 5 亿元，培育产值超 5 亿元的企业 2—3 户。 

3.空间布局。平昌县在光辉—太平规划建设 1 个粮油加工

区，推动粮油加工业的发展。恩阳区以龙头面业、胡婆婆食

品、大众食品为龙头，加快建设柳林食品工业园粮油加工区。

通江县以粮食产业园为载体，加快发展稻谷、玉米、油菜加

工。南江县以翡翠米业和光雾山米业为龙头，推动稻谷加工产

业联动发展。巴中经济开发区围绕巴中粮食大库规划建设粮油

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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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粮油类加工重点项目 

好彩头食品糖果及糕点生产，四川翡翠粮油 5 万吨/年“南江翡翠米”，

康源油脂及南江油脂 4 万吨/年菜籽油加工，胡婆婆豆制品加工，龙头食

品 9 万吨/年面粉和挂面加工，乾坤食品 5 万吨/年玉米淀粉加工及 1 万吨/

年薯类制品加工，卓能林业 2000 吨/年核桃油加工，方圆环保 1000 吨/年

魔芋系列产品加工，金贝尔食品 2000 吨/年糕点及面包加工项目，万宝莲

食品耦粉加工，胡婆婆食品 1.5 万吨/年“大豆制品”加工，光雾山米业公司

10 万吨大米精深加工，招商万吨/年汤圆粉、速冻汤圆、醪糟加工、2000

万盒/年方便营养米饭加工等项目。 

（二）调味品加工 

1.发展方向及重点。立足花椒、芝麻、豆瓣等，依托现有的

食用醋、酱油、豆瓣、花椒油等加工企业，注重“川味”食品独

特风味，发展以食用和烹饪为主的特色调味品，开发复合调味

料新产品，实现酸辣风味和各类香辛料与传统调味品制造的融

合，使复合调味料成为调味品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2.发展目标。形成 2 万吨/年调味品生产能力，实现工业总

产值 10 亿元。 

3.空间布局。依托平昌何大妈食品公司、南江南峰一 O 二

酿造厂、恩阳万丰食品公司，建设以平昌县驷马、南江县东

榆、恩阳区柳林等调味品加工产业集中发展区，带动全市调味

品加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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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                            调味品加工类重点项目 

四川万城兴未农业青花椒生产及花椒油加工，平昌何大妈豆瓣

技改扩能，南江南峰一 0 二特色食用醋生产，恩阳福佳食品公司芝

麻油、花椒油等调味品生产。 

五、果蔬食品类 

（一）发展方向及重点 

——水果加工。依托川巴林农等企业，扩大板栗、银杏、

猕猴桃、葡萄、花生等果类加工广度和加工精深度，减少资源

损失和浪费，提高加工产品附加值。加工主要以发展贮藏保鲜

果、天然果肉原汁及复合果汁饮料、FD 干燥猕猴桃等果品为重

点，开发多风味的果酱、果酒、果脆片等产品。 

——蔬菜加工。蔬菜加工以运用食品生物技术、保鲜贮藏

技术等高新技术，以南江环永农业、恩阳绿阳食品、平昌欧菜

园、绿野等企业为龙头，发展酱腌菜和豆瓣、辣酱等产品，开

发气调保鲜芦笋和芦笋罐头、芦笋胶囊、芦笋速溶颗粒剂，稳

定发展高品质黄花干品（绿色或有机食品）等产品。大力发展

果蔬物联网，提升果蔬物流水平。 

（二）发展目标。产值达 15 亿元，培育年产值超亿元加工

企业 5 家，超 1000 万元的企业 10 家。 
专栏 7                               果蔬类重点项目 

川巴林农猕猴桃加工，茂兴农业科技泡菜加工、环宇农业万吨/

年泡菜加工，安碧捷芦笋精深加工发展项目，绿阳科技 5 万吨/年优

质泡菜生产，招商 5000 吨/年黄花系列产品生产、1.4 万吨/年有机蔬

菜精深加工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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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作重点 

 

一、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全市食品饮料企业技术更

新改造，促进食品饮料产业升级发展。 

建立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巴中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

器、“互联网+”众创空间，逐步设立巴山土猪、南江黄羊、巴山

土鸡、食用菌、秦巴富硒茶、白酒等科学技术研究所；建立食

品饮料创新型企业库，鼓励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有实力

的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实施创新升级行动，针对食品饮料产业发展特点和阶段性

特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拟定转型升级计划，分年度制定

食品饮料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方案，实施食品饮料产业创新驱动

“三年行动”，支持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对食品饮料企

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根据产出率适当给予资金补贴。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十三五”末，全市食品饮料企业 R&D 经费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1％，新产品产值率年均提高 2 个百分点。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科研单

位、大专院校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通过贷

款贴息、项目奖补等方式，支持一批白酒、肉食品、食用菌、

富硒茶、粮油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引进一批食品饮料加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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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键技术、工艺和装备，提高企业生产数控化、自动化水

平，形成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产业集群。提倡和推广节能

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形成文明、节约、低碳、环保、绿色的

生产方式。 

二、强化产业培育，实施精品名牌战略 

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的思路，发

挥市场对资源的调节作用，引导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资源向

优势企业集中。 

开展基地建设行动。围绕“绿色、生态、有机”，强化“第一

车间”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土地、山林经营权流转，建设

一批巴中地缘特色的饮料类、肉类、菌林类、粮油类、果蔬类

等优质、专用、高产的原料基地。支持企业加大原料基地的投

入，推进原料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生产，保证食品饮料产

业原料的有效供给。打造一批食品饮料加工专业园区，加快园

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城市功能，推动园区教育

培训、科技孵化、投资融资、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开展龙头培育行动。鼓励江口醇酒业、胡婆婆食品等龙头

企业，通过资金注入、品牌运作、技术输出等方式，开展跨地

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加快规模扩张，推动企业向多元

化、集团化迈进。 

开展企业成长行动。走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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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指导中小微食品饮料企业找准定位，为龙头企业补链配

套，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并进的产业发展格局。力争每年在小

微企业中培育 5 至 10 家食品饮料规上企业。 

开展品牌提升行动，支持企业标准创新和质量提升，鼓励

个性定制，柔性生产，加快培育本土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

域品牌，重点围绕品牌定位、品牌架构、品牌延伸、品牌资产

等环节，创建国家及省、市名牌，提升巴中绿色、生态、有机

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支持企业开展有机食品、绿色食

品、无公害食品的认证工作，挖掘传统品牌和老字号品牌，推

进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或提名奖的、

新注册国际商标的或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新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的企业，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 

三、创新营销模式，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创新营销观念、营销方法。成立食品

行业协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综合运用媒体宣传、平台推介

等方式加大营销力度，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带头就近采购

粮油、畜禽、白酒等本地产品。立足资源基础，突出地方特

色，集中打造一批特色小镇、特色街区，展示和引导品购巴中

特色产品，促进本地产品消费。引导企业顺应市场需求，及时

推动价格调节、产品升级、服务配套。鼓励企业抱团在大中城

市设立门店、专柜等，完善网络、扩大销售半径。支持企业参

加“惠民购物全川行动”“川货全国行”“万企出国门”等活动。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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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电子商务，支持“互联网+食品制造”发展，打造“互联网+巴

食巴适”品牌，构建“一馆一中心一平台”，拓展新兴消费市场。 

四、扩大开放合作，努力做大增量 

利用全市优势资源，精包装一批食品饮料产业项目，定点

定向开展招商。一手抓沿海发达地区企业扩张性投资，承接产

业转移；一手抓吸引民间资本在内的“内资”投入食品饮料产业

发展，为全市经济转型升级发力。加强招商项目的后续支撑与

服务保障工作，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招商引资引企引智，一

手抓服务保障，完善项目梳理、项目洽谈、落地办证、推进服

务、投产见效等环节的闭环运行机制，提升工作实效。到 2020

年，力争招引投资超亿元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 20 家；招引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00 家。 

五、加强安全监管，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健全食品安全质量体系，加强原料源头污染监管，构建食

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立政府扶持奖励政策与环保、食品安全

挂钩机制，推进食品饮料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加强食品安

全信息建设和综合利用，构建部门间的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

通和资源共享，建立畅通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体系，形成统

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 

六、建设公共平台，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立食品工业数据库、信息

网络、专家咨询系统、技术创新与推广系统、管理与服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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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推动食品饮料企业现代管理手段的更新升级。加快建设服

务平台，以协会、院校和龙头企业为依托，建立融技术、设

备、培训、示范为一体的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设计、技术设

备引进、检测、信息服务、品牌战略及市场开拓等服务。大力

培育食品工业发展平台，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参与行业

规划、行业管理、技术咨询、贸易仲裁、反倾销与应诉、法律

法规及标准制定、市场监管等职能，促进食品饮料工业协调发

展。 

 

第六章   规划实施 

 

一、加大扶持力度，激发企业活力 

强化政策扶持。制定全市加快食品饮料产业发展鼓励办

法，设立食品饮料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用贷款贴息、经费补

助等方式，加大财政对食品饮料产业投入；争取国家、省对我

市食品饮料产业项目的资金支持；落实食品饮料产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探索制定发放消费券、有奖促销等拉动消费的具体措

施。引导信贷支持。落实金融机构支持食品饮料产业发展的信

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开发适应食品饮料企业发展特征的

金融产品，支持发展前景好、产品附加值高的中小企业。引导

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参股食品饮料产业领域。完善准入制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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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非禁即入”原则，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一律向食品

饮料企业开放，并简化审批手续和流程；全面清理食品饮料产

业领域各类收费，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坚持节约集约用

地原则，对分期建设的项目，根据建设计划和进度，采取分期

组织用地报批和供应，分期保障用地，有效避免土地闲置浪

费，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二、加大人才培育，强化智力支撑 

围绕食品饮料产业，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和使

用机制，实施“企业家培育行动计划”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

工程，加大食品饮料产业管理、经营、研发等专业人才培训力

度。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搭建人才交

流平台，鼓励企业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抓好管理人才、专

业人才、技术工人三支人才队伍建设，构筑与食品饮料产业特

点相适应的多层次、多门类、开放型区域人才体系。 

三、健全推进机制，形成发展合力 

完善推进协调机制。成立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推进小组，统

筹协调食品饮料产业发展工作。建立食品饮料产业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加强部门协作配合、信息共享，增强工作合力。完善

信息统计机制。建立健全政府统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分工负责、互为补充的食品饮料产业统计制度；建立食品

饮料产业经济运行统计体系和运营监测系统，定期发布统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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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动态搞好产业发展形势分析。建立挂联帮扶机制。每年筛

选确定一批重大项目或重点企业，实行领导（部门）挂联帮

扶，对重点企业采用集体会诊、专班推动，落实“项目清单”“问

题清单”和“责任清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企业经营中的重大

困难与问题。完善督查考核机制。加大对全市食品饮料产业发

展目标的考核奖惩力度，实行目标责任书管理，定期督查通

报，并逗硬考核问责。 

 

附件：1.全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表 

            2.全市食品饮料产业 2016—2020 年重点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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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规划表 
 

重点产业 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 

白

酒 

推进生态酿酒，适度开发高端

产品，打造中低端产品，开发

低酒精度产品，建生态酒庄。 

建成生态酒庄 5 个，

白酒制造业工业总产

值达到 130 亿元。 

打造远鸿小角楼、江口醇、全

丰酒业文化产业园区，加快发

展花丛曲酒、通江银耳酒 

果

酒 

发展非粮果露酒，开发不同酒

度、干型半干型银耳露酒。开

发全汁发酵干型葡萄酒。 
产值达 20 亿元。 通江县、恩阳区 

酒

类 

啤

酒 
争取大型啤酒集团来巴投资建

厂，丰富巴中酒类品种。 
建成 30 万千升级啤

酒工业园 
巴中经济开发区 

茶叶 

坚持名优茶大众化、大宗茶优

质化，按照“区域品牌+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模式，整合茶叶

品牌，制定“巴中云顶”茶加工

地方标准，推进茶叶生产的机

械化、清洁化、标准化。 

茶叶加工产值 50 亿

元。培育产值过亿元

的龙头企业 5 家，茶

叶初加工厂、专业合

作社 200 家，建设茶

叶专业市场 3 个。 

在通江、南江、平昌三县县城

附近 5~10km 范围内，各规划建

设一个茶叶精深加工专业园

区，园区 500~800 亩，容纳加

工能力 1000 吨以上的茶叶精加

工企业 10 家左右。 

饮

料

类 

软饮

料 

发展植物抽提液饮料、植物蛋

白饮料、功能饮料等产品，推

动以刺梨维 C 王饮料、小样小

乳酸和“龙爪金银花茶”等软饮

料加工。发展包装饮用水。发

展低热量饮料、营养饮料、冷

藏果汁饮料，适度发展凉茶、

碳酸饮料。 

饮料工业总产值达

50 亿元。形成产值超

过 1 亿元企业 10
家，培育 10 亿元企

业 1 家。 

在春在、柳林、东榆工业园区

内规划建设一批软饮料专业园

区。 

肉 
食 
品 
类 

发展畜禽肉蛋制品加工全产业

链，促进川式传统肉制品加工

与西式加工技术结合，推动肉

制品精深加工。发展分割肉、

冷鲜肉和中低温肉制品；促进

休闲肉质食品规模发展。 

工业产值 90 亿元。

新建巴山土鸡省级产

业技术研究院 1 个，

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5 家。培育

产值超亿元企业 10
家，超 5 亿元企业 5
家。 

打造以南江、柳林、通江工业

园为集聚点的“全市肉类食品加

工“金三角”，形成以南江黄羊

为标杆，生猪产业为支柱，巴

山土鸡为特色齐头并进的肉食

品加工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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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 

食

用

菌 

推动银耳等食用菌方便食品等

精深加工，开发食用菌健康饮

料、休闲食品、保健食品、化

妆品及系列旅游食品。 

加工业产值达 50 亿
元。培育年产值超
10 亿元企业 2 家，超
亿元企业 5-10 家。 食用

菌与

山林

食品

类 
山
林
食
品 

发展核桃系列产品。开发山野

菜产品、即食山野菜产品、山

野菜干制品。 

加工业产值达到 20
亿元。培育年产值超

5 亿元企业 1 家，超

1 亿元企业 5 家，超

5000 万元企业 5 家，

超 1000 万元的加工

食用菌加工以通江县、南江县

为重点，竹笋、核桃、板栗等

山林食品加工以南江县、通江

县和平昌县为重点。 

稻

谷 

发展强化米、配米、专用米、

发芽糙米、胚芽米；生产高蛋

白米粉、变性淀粉，利用碎米

开发米粉、粉丝、淀粉糖、米

制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等；利

用米糠开发米糠油、米糠蛋

白、米糠营养素等产品。 

小

麦 

推进传统面制主食品工业化，

开发专用粉、营养强化粉、全

麦粉、预配粉；研发麦胚、麦

麸等副产物生产高蛋白、膳食

纤维保健食品。 

玉

米 

开发玉米粉、玉米浆、玉米粉

丝等产品，开发玉米蛋白粉、

玉米淀粉糖。 

薯

类 

围绕薯片、薯条等推动马铃薯

加工，发展薯类淀粉、全粉为

原料的方便食品、膨化食品。 

粮油

与调

味品

类 

油

料 

生产“双低”菜籽食用油、调和

油。以油菜粕为原料提取饲

用、食用蛋白和精细化工原

料。发展核桃、花生油加工。

支持油用牡丹木本作物加工。 

粮油加工产值达到

60 亿元，马铃薯加工

业实现产值 5 亿元，

培育产值超 5 亿元的

企业 2-3 户。 

平昌县在光辉-太平规划建

设 1 个粮油加工区，推动粮油

加工业的发展。恩阳区以巴中

龙头面业、胡婆婆食品、大众

食品为龙头，加快建设柳林食

品工业园的粮油加工区。通江

县以粮食产业园为载体，加快

发展稻谷、小麦、玉米、油菜

加工。南江县以南江翡翠米业

和光雾山米业为龙头，推动稻

谷加工产业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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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 

调

味

品 

依托花椒、芝麻、豆瓣等，发

展以食用和烹饪调味品为主的

地方名优特色产品，开发复合

调味品。 

2020 年，全市形成 2
万吨 /年调味品生产

能力，实现工业总产

值 10 亿元。 

以平昌驷马、南江东榆、恩阳

柳林等园区为依托建设调味品

加工产业集中发展区。 

水

果 

以发展贮藏保鲜果、天然果肉

原汁及复合果汁饮料、FD 干燥

猕猴桃等果品为重点，开发果

酱、果酒、果脆片等产品。 果蔬

食品

类 

蔬

菜 

发展酱腌菜和豆瓣、辣酱等产

品，开发芦笋系列产品，高品

质黄花干品。 

培育年产值超亿元加

工企业 5 家，超千万

元 10 家。2020 年，

产值达 15 亿元。 

以南江县、通江县、恩阳区为

重点，以米仓林业、南江环宇

农业、绿阳科技等企业为基

础，干果加工以南江县、通江

县为主，水果加工以恩阳区、

巴州区为主，蔬菜加工以南江

县、平昌县、恩阳区为主。 



 
 — 32 —

附件 2 

全市食品饮料产业 2016—2020年 重点项目规划 
根据全市资源和发展状况，拟设立 50 个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 119.4 亿元，建成投产后新增产值 254.8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总投资 

（万元） 
产值 

（万元） 
总利税 
（万元）

回收期

（年） 

一 饮料加工类      
1 3 万吨/年浓香型及酱香型原酒生产项目 四川远鸿小角楼酒业有限公司 250000 400000 150000 6 

2 江口醇酒业园区项目(新增 2 万吨原酒) 四川江口醇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240000 85000 6 

3 平昌县优质红高粱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平昌县 17000 11900 4000 6 

4 30 万千升啤酒生产项目 巴中经济开发区 70000 110000 10000 4.5 

5 1 万吨基酒生产项目 四川全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25000 10000 4 

6 新增 1 万吨优质酒技改项目 巴中市花丛曲酒厂 20000 32000 12000 5 

7 6000 吨/年银耳系列酒生产改扩建工程 通江银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7000 6500 5 

8 5000 吨/年 葡萄酒工程 招商 15000 35000 9000 4 

9 好彩头食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四川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 150000 200000 12000 8 

10 500 吨/年青茶加工项目 四川通江县翰林茶业有限公司 3100 7500 1300 5 

11 1000 吨/年白茶精深加工项目 四川巴蜀白茶有限公司 10000 40000 8500 4.5 

12 1300 吨/年优质富硒茶叶提取物加工项目 招商 8000 22000 6000 4 

13 800 吨/年金银花茶加工项目 招商 3000 8000 2300 4 

14 50 万吨/年桶装饮用水生产线建设 招商 7000 21000 3800 5 

15 45 万吨/年瓶装饮用水加工建设项目 招商 59700 179100 13000 6 

16 2 万吨/年龙爪金银花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巴中市民生水业有限公司 8000 20000 4500 5 

17 3.2 万吨/年有机果蔬汁饮料生产项目 招商 8000 20000 5000 4.5 

18 10 万吨/年原生态健康茶饮料生产线项目 招商 16000 40000 7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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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总投资 

（万元） 
产值 

（万元） 
总利税 
（万元）

回收期

（年） 

二 肉制品加工类      

19 20 万头/年巴山青峪猪屠宰及分割加工项目 通江巴山生态牧业公司 23000 65000 13000 5 

20 20 万头/年南江黄羊屠宰及深加工项目 四川德建食品有限公司 18000 45000 9000 5 

21 60 万头/年生猪屠宰加工建设项目 招商 42000 106000 13000 6.5 

22 1.5 万吨/年优质巴山猪肉精深加工项目 招商 30000 77400 15000 5.5 

23 300 万只/年家禽屠宰及精深加工项目 招商 8400 21000 4500 5 

24 6 万头/年优质空山黄牛加工项目 招商 24000 60000 9000 6 

25 1 万吨/年高品质巴山土鸡蛋深加工项目 招商 10000 24900 4000 5 

26 300 吨/年巴中优质兔肉精深加工项目 巴中市巴州区欣源兔业集团 3000 6000 1300 4.5 

27 2 万吨/年特色生态冷水鱼深加工项目 南江县、平昌县 19800 49500 7500 5 

三 食用菌及山林食品加工类      

28 4500 吨/年银耳加工生产线工程 招商 7000 17500 3450 5 

29 5000 吨/年川明参加工生产线工程 招商 13000 40000 8532 5.5 

30 5000 吨/年食用菌罐头系列加工项目 招商 4000 10000 3000 4.5 

31 5000 吨/年茶树菇罐头系列加工生产线项目 招商 4500 12000 3000 4.5 

32 8000 吨/年核桃综合加工项目 招商 15800 54000 9000 4.8 

33 6000 吨/年木耳系列产品加工项目 招商 8000 21200 4250 4.5 

五 粮油及调味品加工类      

34 胡婆婆休闲食品搬迁扩能改造项目 四川省胡婆婆食品有限公司 15000 30000 4000 4.5 

35 10 万吨/年优质大米生产线及配套中心项目 南江光雾山米业公司 5000 60000 5400 6 

36 
5 万吨/年“南江翡翠米”、2 万吨/年菜油、1.5 万吨/

年“大豆制品”项目 
四川翡翠粮油集团公司 20000 77500 13500 5 

37 3 万吨/年菜籽油加工项目 招商 5000 30000 4500 5.5 



 
 — 34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总投资 

（万元） 
产值 

（万元） 
总利税 
（万元）

回收期

（年） 

38 9 万吨/年面粉和挂面加工项目 招商 6000 27000 4000 5.5 

39 5 万吨/年玉米淀粉加工项目 招商 6000 17500 2600 5.5 

40 1 万吨/年薯类制品加工项目 招商 4500 14000 2800 5 

41 2000 吨/年核桃油加工项目 招商 6500 24000 4800 5 

42 1.4 万吨/年汤圆粉、速冻汤圆、醪糟加工项目 招商 4500 12400 2100 5.5 

43 2000 万盒/年方便营养米饭加工项目 招商 3500 8000 1900 4 

44 1000 吨/年魔芋系列产品加工项目 招商 3000 6000 850 5.5 

45 2000 吨/年糕点、面包加工项目 招商 3000 6000 900 5 

六 果蔬加工类      

46 1 万吨/年芦笋加工生产线项目 招商 12000 41000 8150 4.5 

47 巴州区商品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招商 10000 48000 7200 5.5 

48 5000 吨/年黄花系列产品加工生产线项目 招商 5000 13600 3025 5 

49 1.4 万吨/年有机蔬菜精深加工项目 招商 10000 29600 6630 5 

50 5 万吨/年优质泡菜生产线加工项目 南江东榆工业园、柳林食品园 25000 65000 8000 6 

合计 1194300 2547600 53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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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机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检察院，巴中军分区。 

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