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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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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文化品牌

新疆克州推 5 条精品旅游线路

搭建多个投资促进平台

四 川 上 半 年 引 进 投 资 增 长 快

建产业转型示范区

南昌打造针纺服装创意产业园

盘活国有建设用地

广西鼓励民资投资国土资源领域

宁杭、杭甬高速铁路自 7月 1日开通运
营以来，正以其安全、快捷、便利，悄然改变
着人们的出行和生活方式，为加快长三角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进入暑期，上海铁路局日均客发量近
120万人，“整点”和“半点”始发高铁动车趟
趟爆满，形成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商务
流等多流叠加的态势。宁杭、杭甬等高铁客
流滚滚，日均运送旅客量达6.3万人和11万
人。上海铁路局加强运输组织，优化列车开
行方案，做好售票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长三角铁路四通八达，形成网络。目
前，上海铁路局营业里程已达 8696 公里，
其中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线路 2901 公里，
有京沪、沪宁、沪杭、宁杭、杭甬、合宁、合
武、合蚌、甬台温和温福等 10 条高速铁路，
是目前全国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动车组列
车开行数量最多的铁路局。上海、南京、杭
州、合肥等站高铁动车组列车密集连发，最
短间隔不到 5分钟发出一列。

“宁杭、杭甬高铁连接起南京、杭州和
宁波，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生态休闲和历
史文化资源，是一条黄金旅游线。”南京市
政府副秘书长穆耕林说。

高铁从宁波东站开出，从余姚站开始一
路上烟雨江南的味道愈发浓烈；高铁驶上上
虞境内的曹娥江特大桥，或能匆匆瞥见两边
农田里劳作的农妇；经过绍兴、杭州一路北
上，进入湖州境内，金鸡山、西茅山、东岩
山把满是茶田的小山串成一座座翠绿的“金
字塔”；而在江苏段三分之一处的宜兴，高

铁从5A级景区龙背山森林公园和善卷洞风
景区贯穿而过⋯⋯短短两个小时，沿途美景
还没看够，南京城便已在脚下。

长三角城市群纷纷借力高铁，大打旅游
牌，带动了高铁沿线城乡兴起“旅游热”。“去
年，杭州来南京的游客超过百万人。”据南京
市旅游部门相关人士估算，宁杭高铁开通
后，初期至少带动沿线客流增加 15%。这对
长三角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美食购物、商务
会展起到强大的推动。

“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行。”老家温州
的张中如现在南京读书。暑假他回家乘坐
宁杭高铁动车，脸上堆满了笑意：“坐在凉
风习习的车厢，神清气爽地看着窗外风景，
这也是旅途中的一种享受。”

一项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报告显
示，城际时间距离的压缩对实物商品消费
空间影响并不大，至少从消费的数量上影
响有限，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广阔的文化、休
闲娱乐消费空间的需求，城际高速铁路对
文化休闲消费空间的影响较大。

专家认为，高铁将普遍提高沿线城市
对消费的吸引力，但是否能够把握和利用
好城际高铁的契机，主要依靠城市自身对
文化休闲发展的定位和对各文化休闲项目
的开发建设程度。

得益于宁杭、杭甬高铁的开通运营，宁
波北上杭州、上海、南京方向，南至福州、厦
门方向，动车组高密度开行，“同城效应”日
渐显现。每天，以宁波东站为中心，经停杭州
东、南京南、上海虹桥站的动车组列车，分别

达到 73 列、28 列和 44 列；往福州(南)、厦门
(北)的动车组，达到28列和18列，运输市场
需求旺盛。新开通的绍兴北、上虞北、余姚北
站，1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40.8万人。

“对于百姓来说，方便、快捷就有吸引
力。”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佰平说，高铁
动车组列车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城市间穿
梭，带给旅客的不仅是出行方便，更重要的
是带动沿线城市群经济的跃升。

城市因高铁带动而活力迸发。陶都宜兴
人看好“高铁经济”，充分依托当地山水生态
景观资源和高铁宜兴站的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优势，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打造高铁新
城，建设集商业商务、旅游集散、文化休闲和
居住功能为一体的新兴城市综合片区。

素有“太湖明珠”美誉的浙江湖州长兴
县，依托宁杭高铁，规划面积 12 平方公里，
启动“太湖新城”建设，加速融入杭州湾城
市圈和环太湖城市圈。

杭州市以东站建设为契机，投入巨资
对东站周边大范围进行改造和开发建设。
今后，这里不仅是一个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还将成为集现代生产服务业、旅游集散功
能、居住功能为一体的“城东新城”。

绍兴、余姚等地，积极融入高铁时代生
活圈，调整完善城市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布
局，用足用好杭甬高铁的带动效应，加快推
进高铁新城等重点区块的开发建设。

宁杭、杭甬高铁，正带动着沿线新城的
崛起，加速城乡经济融合，成为助推长三角
地区城镇化、一体化发展的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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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畅、实习生但宇报道：今年上半
年，四川引进到位国内直接投资 4969.28 亿元，同比
增长 15.16%，总量继续保持西部第一；外商投资实
际到位 5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总量居中西部
第一。重庆、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为四川引进
国内资金主要来源地，共到位资金 3113.6 亿元，占
总额的 62.7%。

今年以来，四川搭建了多个重大投资促进平台，
其中，4 月至 5 月举行的民企入川、央企入川和港澳企
业四川行“三大投资促进活动”成果丰硕。民企入川
活动中，二、三产业签约额占总额的 97.3%，央企入川
活动中，签约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达 21.2 亿元，港澳企
业四川行活动中，5 亿元以上项目投资额占签约总额九
成以上。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国土资源厅
日前出台措施，从政策待遇、市场竞争、盘活利用国有建
设用地、农村土地整治等方面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国土资源领域。

该措施明确了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的领域和范
围。凡是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明令禁止的国土资源
投资领域，均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给予国有及外商投
资的政策待遇，民间资本同等享受，不得单独对民间资
本设置附加条件。广西还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主体盘活
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加强检查、督促和指导，鼓励各地
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出台引入民间资本盘活利用国有建
设用地的配套政策措施。同时，广西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参与农村土地整治。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报道：南昌市青山湖区日前对
外发布《中国(江西)针织服装创意产业园概念性规划设
计招标公告》，计划投资 20亿元建设一个立足南昌、面向
全球的国际针纺服装创意产业园，打造“时尚创意江
西”，带动整个当地纺织服装产业“突围”。

据南昌市青山湖区区长李松殿介绍，中国(江西)针
织服装创意产业园将着眼于建成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
型示范区，力争到 2020 年，把园区打造成集创意设计、
总部经济、文化会展、时尚传媒、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针织服装研发中心、时尚发布中心、会展中心和交易
中心。同时，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孵化出一批全国
知名品牌，聚集一批专业设计人才，建成省级以上企业
技术中心 5 至 10 家。针纺服装产业是江西的传统支柱
产业和民生产业。经过 20多年发展，青山湖区的纺织服
装产业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针织服装出口及加
工基地。2012 年，全区针织服装企业达到 756 家，主营
业务收入实现 209.9 亿元，其中文化衫出口量占全国三
分之一。

本报乌鲁木齐8月15日电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当
地推出 5条精品线路，促进旅游业发展。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祖国最西端，是古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文化古迹丰富。自然风光独
特。近年来，克州通过举办国际文化旅游节等活动，积
极打造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风光和以柯尔克孜族英雄
史诗《玛纳斯》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此次推出的 5
条精品旅游线路分别为“丝绸之路”神秘之旅、“祖国大
地送走最后一缕阳光”边境之旅、“英雄史诗《玛纳斯》”
文化之旅、“帕米尔高原风光”探险之旅和“民俗文化”
体验之旅。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夏秋是青海的旅游旺季，
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附近的纳顿庄园等景点
游客络绎不绝，这个小乡村已经发展成为土族文化旅游集
中地，乡村旅游成了村里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海东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发利用生态资
源，挖掘乡土文化，强力打造生态乡村旅游产业，不
断完善“食、住、行、游、购、娱”要素配套，推进旅游产
品以单纯的观光型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升级，
形成了民俗旅游、生态旅游、宗教旅游、人类古文化
旅游和黄河风情旅游“五大品牌”。与此同时，海东
市不断提高经营档次和服务质量，乡村旅游产业实现
了从“追求短期收入为目的”向“追求长远经营效益”
的转变，全市星级饭店总数增加到 19 家，星级乡村旅
游点增加到 106 户，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已超过旅游总
收入的三分之一。

提高经营档次

青海海东推动乡村旅游转型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道：连
日来，宁夏固原西吉县乡村道路上车水马
龙，一辆辆满载着西芹的农用车奔向设在
县城的收购点；收购点上，一辆辆来自安
徽、浙江、重庆、广东等十几个省份的大货
车忙着排队加冰装菜。“南方客商多得很，
县城宾馆都满了！”西吉县农牧局芹菜办工
作人员李艳梅兴奋地说。

西吉是“中国西芹产业之乡”，以种植
冷凉蔬菜闻名。该县地处宁南山区，土质
有机物含量高，无工业污染，7 月份的平均

气温仅为 16 摄氏度至 20 摄氏度，特别适合
种植冷凉蔬菜，出产的西芹个大细嫩，营养
成分丰富，广受市场欢迎。今年西吉种植
西芹、萝卜等冷凉蔬菜 12 万亩，其中西芹
8.2 万亩。7 月底以来，西芹进入收获季节，
南方客商纷至沓来。

“南方夏季温度高，是蔬菜生产的空
档期，而西吉县恰恰是蔬菜生产旺季，正
好与南方蔬菜错开季节上市，形成蔬菜南
下的盛况。”宁波客商吴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南方高温持续天长，西吉县冷凉蔬

菜格外俏销。”
在西吉县蔬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南

方车牌的货车排成长龙。市场负责人介
绍，目前西吉县西芹每天销售 7500 多吨，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绿盛蔬菜合作供销社
总经理贾耀武不停地接打着电话：“供不应
求让我又喜又忧。卖得好当然高兴，但合
肥、宁波等地的老客户要货量很大，怕满足
不了需求。”他告诉记者，他每天批发芹菜
160 多吨，但缺口尚有六七十吨，“今年雨
水多，西芹成熟较晚。再过几天，会有更多

西芹上市，供应会比较充足。”
正是有了南方市场的强劲需求，近年

来固原的冷凉蔬菜发展迅速，成为驱动区
域发展和助农脱贫致富的大产业。到今年
底，固原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将达到 50 万
亩以上，预计总产量 200 万吨，产值 24 亿
元，帮助菜农增加人均纯收入 923元。

目前，固原已在武汉、长沙等 20 多个
大中城市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70%左
右的冷凉蔬菜南下，成为宁夏“北菜南下”
的蔬菜基地。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新 伟 吴 秉 泽 报
道：贵州省委、省政府日前召开全省铁路
建设座谈会，研究部署抢抓国家深入实施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改革铁路投融资体
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等新
机遇，大力推进铁路建设工作。

位于贵阳市乌当区和黔南州龙里县交
界地段的苗天隧道，全长 3300 多米，是
沪昆客专贵州段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在施
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全力以赴，以每天
6米的速度向前掘进，本月底即可贯通。

贵州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掀起铁路建设
新高潮，奋战三年到五年，迎接贵州“高
铁时代”的全面到来。“十一五”以来，
贵州开工建设了一批铁路项目。铁路营业
里程 2066 公里，在建项目 10 个，在建里
程 1471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1214 公里，
总投资 1485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267 亿
元，投资规模在西南地区居首。

贵州做深做细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争
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规划。贵州提出，到
2015 年 全 省 铁 路 营 业 里 程 要 确 保 达 到
3000 公里，到 2020 年确保达到 4200 公
里、力争 5000 公里，促进铁路枢纽功能
更加完善，高速铁路连接成网，出省通道
四通八达，百姓出行便捷顺畅。

目前，贵州加紧完善 《贵州省铁路建
设大会战实施方案》，切实把握好时间节
点，围绕沪昆、贵广等重点铁路项目，细
致安排工程进度，倒逼加快建设步伐；把
握好工程节点，突出抓好贵阳北站建设，
在优化站房立面设计和站区功能布局上下
功夫，掌握招商引资节奏，避免站区开发
建设中的同质低质竞争；把握好工作节
点，进一步做好铁路项目施工设计、招标
投标、征地拆迁等工作。

作为省会城市，贵阳积极做好迎接
“高铁时代”的各项准备。加快城市轨道
交通、环城高速铁路建设，改善城市交通
条件；围绕重点交通场站及周边区域，搞
好城市规划建设和功能布局；按照高端
化、高新化的要求，编制贵阳市产业布局
规划，发挥生态、环境等优势，吸引全国
人才和境内外客商聚集贵阳投资兴业，不
断提高贵阳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更
好地发挥“火车头”作用。

做细项目规划

贵州抢抓高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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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抢抓高铁机遇
一 趟 列 车

从 宁 杭 高 铁 瓦

屋山站驶出。

新 华 社 记 者

李芒茫摄

截至今年 6月，京广高铁全线发送旅客
超过 3800 万人次，日均近 20 万人次，不仅
带动区域间人员、信息、经济要素高速流转，
而且拉动沿线6省市28城经济快速发展。

当前，广东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
许多产业迫切需要转型，而京广高铁贯通，
无疑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契机，并成为新一
轮发展的重要引擎。

湘南地区在武广高铁开通后正式获批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为湖南省对
接珠三角的桥头堡。据统计，从 2009 年 12
月至今年 5月，湘南地区共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 1 万多个，投资额达上千亿元，而来自珠
三角的项目就占了八成以上。衡阳重点承接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产
业，郴州重点承接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产业。

京广高铁贯通半年多，珠三角企业已将
产业转移到湖北以远的地区，而沿线经济基
础较好的城市也已开始大规模承接产业，各
类开发区、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京广高铁跨越 6 省市，与既有高铁网

络有机连通，全线贯通以来已经产生巨大
动力，沿线 28 个城市发展提速，融入“8 小
时经济圈”趋势也越发明显。

在京广高铁沿线，一个个新城因高铁
而兴，因高铁而旺。

目前，广州南站已成为广州市副中心，
周围投资已达千亿元，形成了强大的占地
10 多万平方米的 CBD；在河北定州，短短
半年，高铁东站广场已成为城市“三大坐
标”之一。今年以来，该市实施“北扩东跨”
战略，总投资 153.2 亿元，安排 85 个重点城
建项目，大力打造“定州新城”。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以来，使沿线主要城
市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
用日趋明显，大大加快了沿线城镇化进程。几
年之后，京广高铁沿线的28个城市将成为一
颗颗璀璨的明珠。”中南大学教授付卓说。

通过这一公交化、快速化、大能力的
“黄金通道”，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
珠三角城市群连为一体，进入了跨区域间
的“同城化”时代，粤湘鄂三省 16 个高铁沿

线城市 GDP 较无高铁前，年增幅均不低于
3个百分点，城市间发展差距日益缩小。

目前，韶关的芙蓉新城、衡山的开云新
城、长沙的武广新城等初具雏形。石家庄、
郑州等大城市周边也已经形成城市圈，和
高铁沿线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加快。

专家预测，在京广高铁开通5年后，可以
带动沿线各城市的GDP每年增长3%至5%。

京广高铁贯通以来，沿线景区和城市已
持续掀起了“旅游热”，过去匆匆忙忙的“跟团
游”更多地被自助游和深度游替代，许多国内
知名旅行社认为，“快旅慢游”时代已经来临。

京广高铁贯通后，河北省迅速实施了
“燕赵行”高铁旅游推广活动，沿高铁沿线
城市推出了河北高铁旅游专题展，发布了
高铁旅游线路及优惠政策，倡导成立京港
澳高铁沿线旅行社联盟。

河南省也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打造方便快捷的旅游交通环
境，在高铁站建立无缝换乘的旅游立体交
通体系，提供咨询、交通、住宿、导游、门票

一条龙服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少林
寺、白马寺等著名景点游客增长 2成以上。

广东清远、韶关等地重新推出高铁旅
游品牌。在韶关，来自港澳的游客今年上半
年增加了 10 多倍，全市旅游经济收入大
增。清远市各大景点在武广高铁开通后的 3
个春节长假，来自港澳、长沙等地的游客翻
了 3 番；在京广高铁贯通后的首个春节长
假，港澳、内地游客翻了近 4番。

3 月 10 日，广东省民营旅游企业抓住
京广高铁带来的旅游契机，开行“长隆号”
旅游专列，积极拓展长沙、武汉、郑州、石家
庄和北京旅游市场。

广东铁青公司总经理臧熠介绍，今年公
司每天来报高铁团的人数超过600人，约占
公司国内游出游人数的四分之一，高铁团已
成为公司国内游业务增长的“火车头”。

广东省长期从事高铁研究的学者金一
兵认为，京广高铁贯通后，沿线许多城市旅游
产业已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发展，拉
动城市餐饮、住宿、购物等领域的收入增长。

拉动沿线 6省市 28城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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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海平 通讯员 曾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