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康养
文化旅游

ECOLOGICAL HEALTH CULTURE 
TOURISM 

广元地处秦岭南侧，是嘉陵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森林覆盖率达 57.47%。嘉陵江、白龙
江等大江大河水质均达国家Ⅱ类标准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 以上，地表
水优良率达 100%，年均气温 16.1 度、年均湿度 68%—78%、年均降水量 941.8 毫米
广元气候集南北之长，是四川唯一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地区，最适宜人居的康养胜
地。正打造成渝地区高品质生态康养“后花园”和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

广元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怡人、旅游资源丰富、医疗资源充足。

拥有卫生健康机构 3665 个

三级医院 11家

三级甲等医院 6家

国家 A级旅游景区 50个（其中5A级1个，4A级21个）

已建成曾家山、唐家河等森林康养基地，荣乐养生谷、鲲鹏小镇、金杯半山等特色

康养小镇。拥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青川县；首批天府旅游名县—剑阁县。

 剑门关

 天曌山

 唐家河 明月峡

 国家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市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全国康养十强市

City card
城市名片

森林覆盖率

57.47%

年均气温

16.1°

年均降水量

941.8mm



广元将积极发展全域旅游，加快培育健康养老、文化创
意等新业态，重点发展森林康养、温泉理疗及生态工业、
航空产业园及航空小镇开发等“医、教、养、游、居”
一体化生态康养产业。

加强康养产业合作，招引实力企业打造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项目），做靓中国温泉之乡品牌，建设曾家
山、唐家河、鼓城山等中医药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加强医
疗领域合作，引进国内高端医疗支持我市三级医院能力建
设，支持我市发展重点专科建设，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医
疗服务能力辐射川陕甘毗邻地区。加强医养领域合作，推

动康养进社区、进景区，充分发挥中医药非药物治疗服务
在医养、康养中的作用，建设中医药康养文化街区，招引
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培育和引进中医药大健康产
品类企业，大力开发中医药保健食品、特膳食品、美容养
颜日用化妆品。

医

教

养

游

居

一体化
生态康养
产业

 昭化古城

 白龙湖

 青溪古城

打造白龙湖和亭子湖滨水休闲和水上运动旅游区、天

曌山旅游区、青川县青溪古城 -唐家河旅游度假区建

设等项目。

建设一批农旅文融合示范园区、精品民宿集群，推动

农村、园区变景区，农产品变旅游商品。满足市场消

费升级需要，大力开发自驾车露营地建设、低空旅游

产品开发、水上水下旅游产品开发、山地滑雪运动等

新业态、新产品项目。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招引星级

饭店、主题酒店、旅游集散服务体系等项目。

 澳维鲲鹏小镇

 曾家山荣乐养生谷



现代农业

MODERN AGRICULTURE

主导产业已具规模，特色产业基地面积 480 万亩，
木本油料基地面积稳定在 200 万亩以上。苍溪红
心猕猴桃、朝天核桃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培育县级以上龙头企业
210 家，其中国家级 3 家、省级 39 家；培育农
民合作社 4486 家、家庭农场 6786 家，其中国
家级示范社 28 家，省级示范社 134 家、家庭农
场 124 家。农业品牌享誉市场，形成了苍溪红心
猕猴桃、苍溪雪梨、旺苍富硒绿茶、朝天核桃、
广元油橄榄、青川黑木耳、剑门关豆腐“广元七
绝”区域公用品牌。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
品 530 个，是四川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优
势区域，是四川省农产品无公害市、四川省首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市。

农业种业

现代农业装备

农业烘干冷链物流

广元富硒茶

苍溪红心猕猴桃

朝天核桃

道地中药材

广元山地蔬菜（山珍）

广元油橄榄

生态畜禽水产（生态猪牛羊、

剑门关土鸡、“两湖”有机鱼）

“7+3”
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体系

万亩现代农业园区 115个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个

省星级现代农业园区 5个

建成市级以上现代林业园区 21个

 核桃



广元将在稳定发展粮油的基础上，推进七大优势特色产业
全链融合发展。发展林下种养殖及木本油料基地建设。
建设全国最大的红心猕猴桃生产、加工及出口基地。建设
米仓山茶、广元黄茶的“川茶”品牌基地。以高山露地蔬
菜、道地中药材、林产品为重点，推进无公害、绿色、有
机产品的标准化生产，积极发展绿色农特产品加工企业。

引进培育猪肉精深加工企业，完善剑门关土鸡产销体系，
大力培育肉牛羊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提升肉牛羊产品附加
值。招引新建以猕猴桃、茶叶、食用菌、核桃、油橄榄等
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配套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及休闲
旅游产业，建设综合性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中心，推进农
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现代特色农业“一区两带七集群”发展格局

一区 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 1个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

两带 依托“大蜀道”“嘉陵江”打造 2大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带

七集群

广元富硒茶

苍溪红心猕猴桃

朝天核桃

道地中药材

广元山地蔬菜（山珍）

生态生猪

剑门关土鸡

正加快建设成渝地区绿色产品供给地和现代特色农业强市

 棒栽黑木耳 山地蔬菜

 猕猴桃

 油橄榄

 富硒茶



生物医药

BIOMEDICAL 

广元是全国、四川省中药材的重要生产区域，素有“秦地无闲草，巴山多仙药”美誉。
广元作为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区之一，拥有 2500 多种中药材资源，符合国家标准的大
宗品种 357 个，人工种植面积 98.9 万亩，“广元十味”优势渐显，僵蚕、川明参产
量全国第一，麝香、天麻、茯苓、白及、石斛、杜仲等品种产量全省领先。“青川天麻”“旺
苍杜仲”“苍溪川明参”“昭化茯苓”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昭化区柳桥乡
规范化种植茯苓上榜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广元现有生物医药类产品 350 多种

涵盖中药饮片、中西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大健康产品、兽用药品等。

现代中药领域

国家新药 5个

全国独家品种 4个

全省独家品种 15个

中药材资源

人工种植面积

2500多种

98.9万亩

 僵蚕

 天麻

 麝香

 白及

 茯苓

 杜仲

 石斛

 川贝母 ( 青贝 )

 川明参

 柴胡



广元着力培育发展以现代中药和中药大健康产品为主，兽
药、医疗器械为特色，生物技术药为补充的产业体系。重

点发展道地药材规模化种植、现代中药、兽药、中医药大
健康产品、新型医疗器械等。

广元拥有生物医药产业企业 40 余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21 家。已建成盘龙医药、剑门兽药、竹园
塔贝生态医药等专业园区。已基本形成从种植、
产地初加工到产品研发、精深加工和市场贸易的
完整产业链条。

广元医药企业

生物医药产业企业 40余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1家

 盘龙医药园标准厂房 A 区鸟瞰图

种植 加工

 茯苓富硒面  天麻茶  赤灵芝精粹片

 生物医药实验室

 茯苓种植基地  茯苓初加工

 生物医药制药  生物医药检验中心



食品饮料

FOOD & BEVERAGE 

广元食品饮料产业已建立起涵盖农特
产品精深加工、软饮料及饮用水等领
域的现代食品工业体系，已形成十几
个大类、近百个小类、上千种品种。
规模以上食品饮料工业企业 141 户，
产值亿元以上食品饮料工业企业 79
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9 户，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 37 户，食品饮料产业保
持了广元市工业“6+2”产业领军地位。
食品饮料工业企业积极建设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标准化种植
基地，强化食品工业原料“源头监管”
和“严采购入口关”，倾力打造从田
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条。现有娃哈
哈、中纺粮油、米仓山茶业、川珍实业、
雨润食品、高金食品、铁骑力士饲料、
劳特巴赫精酿啤酒、吉香居食品等重
点企业，百夫长饮品远销沙特、阿曼、
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正加快打造中
国西部重要的绿色农产品供给地、中
国西部食品饮料产业基地。

广元食品饮料企业

规模以上食品饮料工业企业 141户

产值亿元以上食品饮料工业企业 79户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9户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37户

广元将围绕现有细分产业进行延链、补链、强链和产业配
套；围绕特色资源实现就地转化深加工；围绕优势企业开
展强强合作、资源整合。已具备年加工饮用水 70 万吨、

干茶产品 7600 吨、调味品 7 万吨、酒类 2 万升、菜油 8
万吨的能力。

 劳特巴赫精酿啤酒



广元适宜酿造优质白酒的微生物群落生长，现有白酒
窖池 500 余口，大小酒类生产企业 386 户，生产白酒、
啤酒、米酒、果酒 4 个类别，适合投资合作、收购整合，
打造基酒基地。

依托“广元七绝”和“7 大百亿产业集群”等优质农特
产品，发展精深加工，打造中高端产品。

嘉陵江、白龙江等大江大河出境断面水质均达国家Ⅱ
类标准以上，亭子湖、白龙湖、紫兰湖储水量百亿立
方米，在发展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产品上优势独特，适
合企业整合提升，做靓品牌，提高规模和品质。

农特产品精深加工

软饮料及饮用水

广元是世界茶叶栽培最早的地区之一，现有茶园面积 48
万亩，名优茶产量达 1.46 万吨，有绿茶、红茶、黑茶、黄
茶和白茶 5 个品类，适合投资合作深度延链开发。

富硒茶叶

年出栏生态生猪 361.5 万头、肉牛 12.1 万头、剑门关
土鸡 3000 万只。现有初加工企业以屠宰为主，适合对
生态畜禽肉进行就地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现有利州区火锅食材园、朝天区七盘关食品加工区调味品
基地，未来调味品行业将更加突出“健康、自然、绿色”理念，
四川省将食品饮料作为万亿级产业发展，调味品需求量大，
投资前景广阔。

肉制品精深加工

调味品加工

酒类制造

 川猕王
 娃哈哈

 七佛贡茶  米仓山茶

 橄榄油 烘焙桃仁

 中纺粮油

 酱香鸡

 女皇米酒  劳特巴赫精酿啤酒  晒场

 盐水鸡



新材料

NEW MATERIAL 

广元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高品质原铝及高
强铝合金供应基地、全国高性能工业铝
材（航天航空、轨道交通）产业知名品
牌创建示范区、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
范试点园区。已形成金属新材料、新型
建筑材料、锂电池新材料、非金属材料
等四大新材料行业。正加快建设西部地
区最大的铝产业基地，打造千亿级特色
铝产业集群。

四大新材
料行业

金属新
材料

新型建
筑材料

锂电池
新材料

非金属
材料

广元现有铝产业及相关配套企业 37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 家，形成了以林丰铝电、中孚铝材等电解铝生产企业为龙头，
以汽车摩托车轮毂、建筑铝型材、板材、泡沫铝、高强铝、电缆
等铝加工企业为重点，相关物流和外贸企业为配套的铝产业集群。

年产量

电解铝（再生铝） 95万吨

铝合金锭及杆棒板材 70万吨

铝轮毂 150万只

泡沫铝 17万平方米

摩托车活塞 780万件

电缆 9万千米

建筑铝模板 30万平方米

铝合金门窗 17万平方米

电解铝产能占全省58%

 中孚铝业



铝产业企业生产装备和工艺不断改进，科技含量持续提升，
逐步向泡沫铝、铝轮毂、汽车摩托车配件、高档工业铝型
材、高强铝合金等中高端产品发展，基本形成“铝用碳素—
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产业链。依托中南大学成

立了广元市铝产业技术研究院，已建成组织结构检测等实
验室 4 个，配置研发检测实验设备 40 余台套。成立广元
市铝产业联盟、中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广元）
分中心，现有会员单位 42 家。

重点规划方向

建筑铝材
围绕川陕甘、重庆等地建筑装饰铝材市场需求，发展建筑装饰铝材、幕墙支撑体系、隔热铝合金

型材、铝合金建筑模板、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交通铝材
围绕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和关天经济区交通装备制造产业提供配套，发展轨道交通、汽车、摩托车、

自行车、快递运输车零配件等产品。

铝制家具 围绕家居行业“以铝节木”发展趋势，发展民用家具、办公教育、体育医疗、房屋建造等产品。

电子电缆
围绕配套成都、重庆、西安、浙江、广东等地区电子信息、电力产业，发展铝合金电缆、电子电

器铝配件等产品。

包装用铝 围绕铝制包装行业需求，发展食品铝箔、医药铝箔、电池铝箔、空调铝箔等产品。

航空航天
供飞机制造使用的铝合金预拉伸厚板、蒙皮，供军工使用的工程机械轻量化、舰船用铝、特种车

辆铝配件等产品，力争向航空航天高性能材料发展。

广元作为四川省布局发展铝基材料产业唯一地级市，可为电解铝、再生铝、
铝加工、铝用碳素生产等铝产业发展重要环节相关企业提供成熟产业配
套。重点规划建筑铝材、交通铝材、铝制家居、航空航天等 6 个方向，
发展铝基复合材料、铝材及铝制品。

 美裕项目一期生产车间

 铝合金棒 铝合金轮毂



现代服务业

MODERN
SERVICE 

旅游康养

商业贸易

现代物流

金融服务
特色餐饮服务

家庭社区服务

科技信息服务

商务会展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
“4+5”
现代服务业
体系

广元是连接大西南与大西北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商贸流
通、现代物流等区位优势显著。全国首个高铁快运物流基
地已落户广元，铁路枢纽综合物流基地、秦巴中药材仓储
物流基地等 4 个国家级物流园区先后在广元布局，广运现
代物流中心一期、交通物流港一期、昭化区电商物流园等

一批重点物流园区建成运营，京昆高速七盘关超级服务区、
三江新区公路物流园、川陕甘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广元
航空物流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物流服务产业、服
务居民生活的功能不断提升。

 广元交通物流港上西物流园区

 川陕甘农产品交易中心

 昭化红岩港



广元发展物流集散服务中心、商业中
心广场、城市综合体等条件得天独
厚。规划重点物流园区、重点物流项
目 25 个。金融服务领域将拓宽金融
服务渠道、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协同
推动银政、银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正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和国家物流
枢纽承载城市。  广元川陕甘高铁快运物流基地

拥有川陕甘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万贯五金机电城等专业
市场，打造皇泽寺凤街、金橄榄广场等特色街区，“女皇
味道”品牌效益不断放大。万达广场、居然之家等知名企
业和品牌已落户。

重点物流项目

25个

 下西国际商贸城



建材家居

UILDING MATERIALS AND HOME 
FURNISHING 

广元家居产业已纳入四川省家居产业“一中心两基地”规划布局，并将中国西部（广元）
绿色家居产业城项目作为四川省“三个十大”产业重点推进项目之一。按照“三园、四
区”空间布局，依托昭化、旺苍两地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优势，围绕板式家具、实木家
具、铝制家具、门窗橱柜、原辅材料、软体家具和五金配件等重点领域，推进传统家具、
现代家具、家居建材三大板块全产业链发展。现有规模以上建材家居企业 138 家，已拥
有国贸广场、居然之家、万贯五金建材等专业市场。拥有充沛的原料铝供应优势，可为
高端家居就近提供铝基材料配套。现代筑美（广元）智能家居等重大家居产业项目落户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

总规划面积 5万亩
昭化片区 3.7 万亩

旺苍片区 1.3 万亩

可供建设用地规模约 2.4 万亩
昭化片区 1.7 万亩

旺苍片区 0.7 万亩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
以家居生产、制造、综合服务为主，
努力打造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展览
展示、物流集散、商业配套于一体
的家居生产基地、会展中心、贸易
中心和面向“一带一路”国家、东
盟家私出口基地。 

规模以上企业

138家



广元建材家居产业着力推进传统家具、

现代家具、家居建材三大板块全产业

链发展。同时，以家居产业城为载体，

围绕板式家具、实木家具、铝制家具、

门窗橱柜、原辅材料、软体家具和五

金配件等重点领域，推进生产基地平

台载体建设。

重点规划方向

传统家具
重点发展实木家具、石材家具及竹藤家具等领域，不断加强设计研发，走具有古典风韵、民族特

色和文化品位的传统家具发展之路。

现代家具
重点发展板式家具、铝制家具及软体家具等领域，重点生产居家家具、办公家具和沙发等产品，

走与时俱进的定制家具、智能家具发展之路。

家居建材
重点发展厨卫洁具、门窗及装饰装修等领域，丰富产品种类，扩大产品规模，走集聚发展、配套发展、

延链发展之路。

建材家居
三大板块

传统
家具

现代
家具

家居
建材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规划图



清洁能源化工

LEAN ENERGY AND 
CHEMICAL 

广元天然气、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极具开发潜力，水电等清洁能
源装机容量 245 万千瓦，天然气探明储量 10000 亿立方米。

天然气探明储量

10000亿立方米

产能

60亿立方米

建成中石化 1 座、中石油 3 座天然气净化厂，产能 60 亿
立方米，为四川三大天然气主产区之一、川气东送三大气
源地之一，是四川仅有的 2 个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之一。

正加快建设中国西部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和区域性清洁能
源供给中心。

 大唐广元芳地坪风电场

 合众化工

 苍溪天然气工业园  天然气净化厂



重点推动天然气资源勘探和增储上产，促进
中石油、中石化净化厂达能增效，发展天然
气储气调峰，适时发展天然气发电和精细化
工，稳步发展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
能发电，深入推进煤炭资源清洁化利用。

广元依托资源优势，具备一定的气源地有利条件，供气价格有
优惠，用气指标有保障，“以气引企、以气聚企”。

 苍溪天然气净化厂



机械电子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S 

广元地处成都、重庆、西安 3 大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的几
何中心，“外输外配”（整机对外输出、零部件对外配套）优势明显。是国
家先进电子产品及配套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融
合）产业示范基地、四川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正加快建设成渝地区
产业协作配套基地。

绵阳

达州

南充

巴中

成都

西安

重庆

广元

广元机械电子产业

装备制造

拥有 081 电子集团、天源机械、博锐精工、力源电子等一批优势企业，涉及智能安防装备、

成形加工设备、特种设备、航空装备等 4个领域，产品包括水面定位雷达、数控机床、汽车

智能装配专用设备、非晶变压器、飞机雷达罩、民航客机视屏伺服系统等。

汽摩零配件
培育出驰恒汽车、联动活塞、安驭铝合金等一批骨干企业，产品包括混凝土搅拌车、挂车及轮毂、

活塞、旋转座椅底盘、油箱保护底板、摩托车传动齿轮等。

智能终端零配件
拥有长虹电子、元亨科技等整机企业，培育格莱思、瑞昊微电子等零配件企业，产品包括平

板电视、手机、电篱网激发器及MEMS传感器、电路板、触摸屏、终端玻璃盖板等。

规模以上企业

58家

 四川电子军工集团广元塔山湾园区精密加工车间



广元已建成长虹工业园、塔山湾军民结合产业园、081 工
业园、宏天电子产业园等机械电子特色园区。正在加快建
设庄子产业园、清江石羊工业园、智汇谷—西部智能产业
园等专业园区。支持智能家居、车载、可穿戴、网络通信、
金融政务服务等大众普适消费、公共服务类终端及零配件

企业与整机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协作配套。争取机械
零部件加工（含精密铸造）、汽摩零配件生产企业在广布
局项目，与广元市周边装备整机、汽车摩托车整车企业配
套。铝产业链可为发展轻量化铝制汽车零部件提供原材料
保障。

龙门加工中心

 塔山湾军民结合产业园

数控机床

 长虹液晶电视生产线

将着重发展改装车及汽摩零配件、机
械装备制造、智能终端及配套零部件、
特种电子电力设备等重点领域。

 机械自动化装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