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力报道：随着 2012 年底
甘（甘其毛都口岸）泉（包头万水泉南）线等 7
个铁路项目建成，内蒙古自治区铁路营运总
里程达到 10285 公里，成为全国首个铁路营
运里程超 1 万公里的省区。内蒙古大铁路网

“一线串珠”连起口岸群，构成我国最大的向
北开放、向南联合经济带。

内蒙古资源富集，羊绒、煤炭、稀土、天然
气等储量在全国数一数二。区位独特，横跨

“三北”，两条亚欧大陆桥及 18 个陆路口岸沟
通内外。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全区经济工
作会议上指出，内蒙古开放合作大有文章可
做。对内要加 强 同 长 三 角 、珠 三 角 地 区 的
横 向 联 合 ，深 度 融 入 全 国 发 展 大 局 。对 外
要大力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建设我国向北
开放的桥头堡。

内蒙古自治区早在 10 年前就勾勒了呼
包银—集通线经济带的轮廓。呼（呼和浩特）
包（包头）银（银川）—集（集宁）通（通辽）线经

济带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电东输”的重要
基地，是向北开放、向南联合的枢纽区域。应
该说，此举在推动呼（呼和浩特）包（包头）鄂
(鄂尔多斯)榆（榆林）重点开发区域、呼包银经
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治区对呼包鄂地区进行重点培育，推
动了三市迅速崛起。到 2009 年，三市经济
总量是 2000 年的 9 倍，以占全区 11%的土
地、28%的人口创造了全区 55%的经济总量
和 57%的地方财政收入，成为自治区向北开
放、向南联合的制高点。新起点上，自治区
延伸“北开南联”经济带的文章正式破题
——由呼包鄂向西延伸到阿拉善盟、乌海
市、巴彦淖尔市，同时把近邻的乌兰察布市
纳入，打造以呼包鄂为核心的西部经济区。
打造西部经济区，主要路径就是打造沿黄
河、沿交通干线经济带，编制了到 2015 年
的阶段性目标、到 2020 年的产业发展规
划，着力塑造新型煤化工和有色金属两个支

柱产业。同时，积极培育非资源型产业，加
快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农畜产品加
工业等产业发展，实现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
型产业协调共进。

铁路的发展支撑着经济带的延伸。呼铁
局大规模开展铁路建设以来，建设总规模达
8780 公里，投资总规模 2447 亿元。集通公
司全力加快 8 条在建铁路建设，其中巴 （巴
彦乌拉） 珠 （珠恩嘎达布其） 线建成后，将
形成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经锡乌线至东北等地
区的煤运通道，锡 （锡林浩特） 二 （二连浩
特） 线建成后，将形成贯通锡林浩特至二连
浩特口岸沿线大型煤田的资源运输通道，多

（多伦） 丰 （丰宁） 线建成后，将形成蒙东
地区煤炭资源至曹妃甸的下海通道。随着路
网的完善和铁路提速，内蒙古即将形成呼和
浩特、包头、鄂尔多斯 1 小时客运圈，包
头、临河、乌海、鄂尔多斯 2 小时客运圈，
呼和浩特、包头和集宁 3小时客运圈。

自治区推动“北开南联”经济带向东部
延伸。近年来，自治区制定实施了支持东部
盟市全面融入周边省市发展、跨区域调配资
源、加强盟市内部协作、鄂尔多斯市对口支
援兴安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东部地区
突破交通等基础设施瓶颈。东部的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
奋起直追，依托生产要素成本低、距离中心
市场近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依托满
洲里、二连浩特大口岸和呼伦贝尔、锡林郭
勒大草原，物流业、旅游业风生水起。去年
1 月至 11 月，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高于全区 5.5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
高于全区 3.1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总收入高于
全区 12.6 个百分点，区域协调呈现良好发展
势头，成为自治区发展新亮点。目前，内蒙
古大部分口岸实现了通关过货。与 16 个省
市、30 多个国家部委、40 多家央企展开合
作，共建产业园区。

铁 路 网 串 起 口 岸 群

内蒙古经济带“北开南联”

新华社贵阳 1 月 10 日电 （李惊亚 游

芸）贵州加快形成“干支互动、协调发展”的机
场网络，两个支线机场 2013 年将通航，贵阳
机场二期扩建主体工程基本建成，2013 年 3
月底可投运。

据了解，2013 年贵州加快支线机场航班航
线开发，两大支线机场毕节机场和黄平机场将
通航，力争威宁机场开工建设，同时，确保贵阳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3 月底顺利投运，确保三期
工程 10 月份顺利开工，尽早形成贵阳机场与支
线机场、支线与支线机场之间互动的网络体系。
据了解，贵州还将加大国际航班航线、国内经济
发达地区航班航线开发力度。

分段归属 责任到人

安徽巢湖入湖河流治理试行“河长制”
记者：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中关村空间

规模和布局调整方案,中关村的规划面积从

232.5平方公里调整为 488平方公里。您认为

这次空间调整对中关村更好发挥创新驱动战

略的引擎作用有什么重要意义？

赵弘：中关村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
创新活力最为强劲、科技人才最为集中的区
域。中关村的创新型企业积极通过技术交易、
创新协作、设立分支机构、共建园区等多种模
式，促进中关村的技术、产品、服务和品牌的输
出，在实现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发挥辐射作
用，带动全国创新发展。2011年中关村输出技
术合同近 3万项，交易金额达到 1320.6亿元，
占全国的1/4以上，其中近80%的技术交易额
流向了京外地区。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的中
关村”、“中国的硅谷”。同时，创新空间资源不
足、创新转化成本较高、创新链条不完善等已
成为中关村发展的突出问题。这次中关村空
间范围增加一倍多，实际上是赋予了中关村驱
动发展、引领发展的更强的国家使命和责任，
有助于中关村凝聚更多的高端创新资源，承载
更多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形成更强大的创
新增长极，在带动区域乃至国家创新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记者：中关村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要策源地，这次空间调整对于中关村承担

这一战略使命，能够产生什么影响？

赵弘：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当前及未来
一个时期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决定我国在
新一轮科技经济竞争中战略地位的关键。这
次空间范围扩大，使中关村有更多的空间资
源孕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在国际上具有
影响力、在国内具有更大带动性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

记者：从区域经济角度，中关村如何更好

地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带动首都经济圈及京

津冀区域发展？

赵弘：首都经济圈及京津冀区域是我国
第三个正在崛起中的具有全国影响力、带动
力的城市群。这一经济区域的特色化路径、
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突出特征就是要高扬创
新的旗帜，发挥首都创新资源效能、辐射带
动区域发展，整体打造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
引领区、标志区。现在首都发展中面临不少
突出矛盾，其解决思路就是要通过理念创
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站在大区域的空间
尺度上，来谋划首都功能、区域空间格局的
再优化，一方面发挥中关村创新优势，形成
更多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发挥首都周边区
域的空间资源丰富、转化成本低等优势，由
此形成首都与周边区域的创新合作链条，以
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记者：中关村一区 16 园如何更好地形成

差异化定位、协同发展？

赵弘：这次空间布局调整，是将北京市各
区县具有创新潜能、具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优势的空间区域，纳入中关村政策区范围，
这有助于使中关村 20 多年探索出来的创新
政策、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尽快向其他区域拓
展和延伸，从总体上是有助于提升北京市高
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但是，各园区
之间在产业定位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资
源引入上存在一定的竞争。需要创新中关村
管理体制，建立中关村一区多园的协调发展
机制，通过顶层设计、差异化定位，实现各园
区资源优化、特色化发展，一方面要探索跨区
县的利益协调机制，比如研究建立“研产分
离”项目、产业转移项目的输出地区与对接地区
的GDP分计、税收分成等利益机制；另一方面，要
探索政府对跨园区经营企业的服务和管理机
制，推动融资、孵化、创业服务等专业服务在各
园区之间的共享。

中关村布下新“棋局”
——访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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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两县一市”全域规划

银川构建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道：作

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
银川市将实施“全域银川”战略，把“三区两
县一市”统筹规划，构建“规划制度统筹、产
业市场同体、公共服务均享、基础设施同
布、生态环境共治”的新型发展格局，带动
宁夏及周边地区快速发展。

2012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建设宁夏内
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设立银川综合保税
区。作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
心区，银川发展的新路径怎么走？银川市委
书记徐广国指出，面对新型城市化要求，银
川市确定以“全域银川”战略为先导，调整
银川的产城关系、城乡关系，构建“产城一体，
融合发展”的新型格局，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银川市规划管理局聘请了国内一流战
略策划团队，对“全域银川”进行设计。滨河
新区采用了“产城一体”的全新建设理念，
以黄河为轴心，南起永宁县，跨灵武市和兴
庆区，北至贺兰县，核心区域 180 平方公
里，全域面积 1200 平方公里，由三大功能
区组成，分别是工业项目生产区、居住商业
配套生活区、文化休闲旅游区。

目前，银川滨河新区建设全面启动。一
是让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形成
了装备制造业、煤化工下游产品、现代物流
业、文化旅游业等主导产业，临空经济区、
总部商务区、综合保税区、旅游度假区等功
能区，打造城市建设新亮点，提升区域对外
开放水平。二是实现全域均衡发展，扩大发

展空间，以滨河新区核心区为中心，辐射机
场组团、宁东组团、贺兰纺织园组团、永宁
望远组团等产业集群，增强宁夏沿黄经济
区发展后劲。目前，滨河新区已重点引进一
批大的战略投资者。

银川已开始综合交通网络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滨河新区为中心，规划建设十纵二
十横三环的干线公路网，促进公路、水路、空
运、轨道交通等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

银川市市长马力介绍说，全市力争用 5
年至 10 年，把滨河新区建成宁夏“内陆开
放经济先行区”、西北地区特色制造业基地
及创新承接国内外产业、资本转移示范区，
使银川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西
部具有强大辐射带动力的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从青海省经委了解
到：从 2013 年起，青海将严格控制新建产能，
尤其对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等高载能行业，
一律不再审批新建项目。

2012年，青海研究出台了《进一步控制高
耗能产业无序发展和过快增长的若干政策措
施》，采取惩罚性电价等配套措施，控制高载
能项目建设，并将节能考核责任纳入各地区及
省属企业业绩考核目标体系。积极推进节能技
术改造，组织实施了62个节能、节水、资源综
合利用以及清洁生产等项目，通过召开现场会
等形式，强化余热发电、烟气回收等节能技术
推广应用。2013 年，青海将通过严格源头控
制、加大示范推广、落实奖惩措施等，大力加
强工业节能降耗，加快推进工业绿色转型。除
了不再审批新建高载能项目之外，还将从项目
建设源头遏制能源浪费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年可省标煤14万吨

四川启动最大余热发电项目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 刘畅报道:成渝钒

钛 50MW 余热发电能源管理项目日前在成都
签约。据悉，该项目是四川省最大的节能减排
项目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在建最大的余热发电
项目。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实现剩余高炉煤
气的零排放，每年节约 14.4 万吨标准煤，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 37 万吨，二氧化硫 0.87 万吨，对
于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余 热 发 电 是 国 家 节 能 减 排 重 点 产 业 之
一。该项目由四川电力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与
四川省川威集团合作完成。项目坐落于四川
省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工业园区内，整个项
目包括新建一座 240t/h 高温高压煤气锅炉、
一套 50MW 纯凝式汽轮发电机组以及相关辅
助设施。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消纳上游产
生的高炉煤气 14.2 亿立方米，年供电量不低
于 3.57 亿千瓦时。

本版编辑 李歆玥 陶 玙

新华社合肥 1 月 10 日电 （记者葛如江）
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如今在安徽省巢湖
入湖河流途经区域，都有了分段归属、责任到人
的“河长”，从源头上确保入湖河流的水质。

从 2012 年开始，合肥部分县区对河流治理
试行“河长制”。刘辉就是十五里河的包河区域
段长，他说，以前没有“河长制”，谁也不会主动
去偏僻地方巡查，现在我们定期对河道巡查，及
时发现问题。

合肥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处长沈建群表
示：“环保局的力量是有限的，‘河长制’的确立
调动了相关领导对区域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
将巢湖入湖河流分段归属、责任到人，确保每一
河段都有人负责、管理。”

突破欠发达地区交通瓶颈

贵 州 两 支 线 机 场 2013 年 通 航

突破欠发达地区交通瓶颈

贵 州 两 支 线 机 场 2013 年 通 航

推进工业绿色转型

青海不再审批高载能项目

强规划重民生

“美丽广西”建好大城小镇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日前从广西住

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广西住建部门
将开展多项工作，为打造“美丽广西”添上浓重
一笔。其中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污水处
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是 2013 年工作的
主要目标。

据悉，2013年广西城镇化率要增加2个百分
点以上。对此，广西要加强城乡规划编制与审批
实施。继续推进村镇规划集中行动，组织修编或
编制 200个乡镇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 1.2万个左右的村庄规划。同时，还要加快
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互动发展。重点推进南宁、
柳州、桂林的城市新区规划建设。此外，广西将
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同时，加大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对此广西要求大力推进城镇污水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的污
水处理厂，必须同步配套污水管网，同时加强尾
水排放监测设施建设。此外，2013年广西还将开
展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在南宁、柳州、桂
林、北海、梧州各选择10个以上、其他设区市各选
择 5个以上，县（市）选择 1个以上具备条件的小
区，开展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国务院日
前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同意调整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
的批复》，同意中关村示范区面积从
232.5平方公里调整为488平方公里，科
技园区由原来的10个扩编为16个，调
整后，北京约70%的产业用地可享受示
范区的相关政策支持。

为贯彻落实《批复》相关工作，北京
市近日召开大会，发布《北京市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的批复〉
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到

2015 年，中关村示范区各分园的产业
特色鲜明、功能定位明确，基本建成一
批特色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一区多
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到2020年，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总收入有望达到10
万亿元，收入亿元以上企业超过 2500
家，收入10亿元以上企业超过500家，
形成2个至3个具有技术主导权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

此次空间规模调整后，北京市房山、
门头沟、怀柔、平谷、密云、顺义和延庆等
7个远郊区县首次拥有了中关村园区，享
受中关村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措
施。这7个远郊区县的园区虽然是首次
纳入到中关村示范区的范畴，但此前都
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至此，北京的
16个区县都将各有一个中关村科技园
区，成为科技发展的创新源。

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凡是在中关村示范区政策范围内注
册的企业，都可以享受中关村示范区
的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纳入中关村
示范区范围的新园区，目前已经安排
统筹资金，优惠政策还需一定时间才
能落地。

△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关村”、“中国的硅谷”。

△国务院批复中关村由一区10园扩展到一区16园，面积由232.5平方公

里扩展到488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增加一倍多，实际上是赋予中关村驱动发展、

引领发展的更强的国家使命和责任。

△空间范围扩大，使中关村有更多的空间资源孕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在国

际上具有影响力、在国内具有带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空间布局调整，是将北京市各区县具有创新潜能、具有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优势的空间区域，纳入中关村政策区范围，这有助于使中关村20多年探索

出来的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尽快向其他区域拓展和延伸。

中关村示范区：

一区多园

各显魅力

本报讯 记者顾阳从杭州海关获悉：受益
于直通关、“属地申报，口岸分拨”等通关便利化
举措，温州状元岙深水港 2012 年集装箱年吞吐
量达到 51.7 万标箱，首次突破 50 万标箱大关，
比 2011年增长 110%。

近年来，杭州海关采取航线扶持、规范通关
秩序、主动对接服务等措施支持温州港口建设。
为了扩大温州港的辐射能力，海关与其他口岸单
位密切合作，积极丰富口岸功能，协助降低口岸
通关成本，推广应用区域通关平台，助力温州港
口岸辐射范围扩大至义乌、金华、衢州等地，从而
带动近洋、远洋集装箱新航线的开辟，推动温州
港集装箱运输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

扩大口岸辐射范围

温 州 港 年 吞 吐 量 突 破 50 万 标 箱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空间规模调整后，北京市房山、门
头沟、怀柔、平谷、密云、顺义和延
庆等 7 个远郊区县首次拥有了中
关村园区，享受中关村各项优惠
政策和配套政策措施。至此，北京
的 16 个区县都将各有一个中关
村科技园区，并成为科技发展的
创新源。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10 日电 （记者刘

兵）新疆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 10 日正式通过国
家验收并封关运营。

国家验收组组长、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
税监管司副司长吴海平介绍，在当今国际产业
分工日趋明显，国内资本和产业逐步西移的背
景下，综合保税区已成为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加工贸易行业转型升级和
提升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阿拉山口口岸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东北角，距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口岸 12 公
里，是集铁路、公路、原油管道运输“三位一体”
的全国过货量最大的陆路口岸。2012 年，阿拉
山口口岸过货量突破 2700万吨。

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 2011 年 5 月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规划面积 5.608 平方公里，是新疆
首个综合保税区。

承接产业转移

新疆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

1月 10日，观众在展馆参观。

当日，以“兰花手牵手，世界心连心”为主题

的第七届中国(三亚)国际热带兰花博览会在三

亚兰花世界文化旅游区开幕，共吸引国内外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
新华社记者 侯建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