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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0月28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
道：“2013 湖南·长沙高铁新城暨雨花区重点
项目招商会”日前在上海举办，台商总部基
地、五矿·万境易谷等 7 个项目签约，合同引
资总金额 227.6亿元人民币。

已全线通车的京港高铁、正在修建的沪
昆高铁，以及渝厦高铁三线在长沙雨花区交
会，加上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城际轻轨、城
市地铁，纵横交错的交通优势，使长沙雨花区
成为湖南参与中部地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的重要通道，成为“中部大枢纽”。

长沙雨花区今年在上海的招商，不再是往
年的形象展示规划路演，而是推出实实在在已
全面启动的长沙高铁新城片区建设项目。今
天，雨花区携手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推出了19个涵盖多个领域的精品项目，涉及可
供开发土地700公顷左右，总投资额达738亿
元。这批项目此前已部分推出，通过对接、洽谈，
一些项目被眼疾手快的企业抢走，今天在上海签
约的就是7个已达成开发合作协议的项目，分别
是台商总部基地、五矿·万境易谷、湖南娄商大厦、
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绿地新都会、卓越雨花南城
和华悦商业广场家乐福旗舰店。

目前，长沙雨花区正全力打造中国中部
现代服务业中心，提出了以“一核、两带、四组
团”为格局的战略发展规划。其中，“一核”是
指以湘府路连接高铁新城与红星片区形成的
现代服务业黄金走廊，此次雨花区推出的红
星大市场迁建提质项目、雨花现代物流园项
目，以及运达中央广场、德思勤城市广场、华

悦城等楼宇二次招商项目，将极大地促进该
核心片区的发展。位于“两带”之一的圭塘河
生态景观区项目，将打造长沙城区集生态、休
闲与商业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精品区。雅塘
片区综合改造项目、高桥大市场迁建提质项
目，以及万博汇三期、顺天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等楼宇二次招商项目，则有助于各组团完善
区域规划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及产业优
化调整，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将继续按照高
度专业化的功能定位，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优
势及功能配套，突出新兴工业项目招商，在“两
型”社会的推动下，建设现代化工业新城。

此次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推出
了 5 个地产项目，包括长沙滨江新城国际商

贸中心、地铁站点商业招商项目和东塘国际
财富中心等。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项目依托
高铁新城发展前景与辐射力，建成后将为高
铁新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而采取“地铁+
物业”开发模式建造的地上、地下两座新城，
将着力打造便民利民的轨道配套服务体系，
让市民在尽享地铁便利出行的同时，也能享
受到随心购物的乐趣。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介绍说，此
次上海招商会将继续借力中部崛起、长沙入选
中部惟一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的契机，吸
引“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资本，着力引进一批优
质的现代服务业企业与商业地产业战略投资
者前去长沙谋划发展、合作共赢，共同打造一
个高铁新时代的中国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

长沙雨花区赴沪推介重点项目

“中部大枢纽”借力“长三角”资本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天津市 10
月 27 日 召 开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专 题 会
议。会议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天津
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大气污染治理动
真格；对排污不达标的企业绝不姑息、坚
决查处，对相关干部严格实行问责制。

据悉，天津将主要从控尘、控煤、控车、
控污、控新建项目等 5 个方面防治大气污
染。控尘方面，天津市所有工地要坚决落
实清扫、保湿、喷淋等降尘措施，道路加强
清扫、水洗频次，强化各种堆场、渣土和垃
圾运输车辆管理，严禁露天烧烤、秸秆焚
烧，加强鞭炮燃放管理；控煤方面，加快能
源结构调整，增加清洁能源，大力推广洁净
煤技术，加快燃煤锅炉改燃并网工作，明年
底基本完成天津市中心城区煤改燃任务；
控车方面，到 2015 年底基本淘汰 29 万辆黄
标车，今年 11 月天津市供应符合第四阶段
标准的车用汽油，明年 3 月天津市供应符
合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控污方
面，重点做好 47 个脱硫脱硝除尘和 326 个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治理项目，提前 1 年完
成“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等；控新建
项目方面，严格环评审批、环境准入、节能

准入，不再审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新增
产能项目，新、改、扩建项目应使用清洁能
源。通过综合治理，到 2017 年，天津市空
气质量明显好转，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少，
优良天数逐年提高，PM2.5 年均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25%。

会议明确了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最直
接、最紧迫的 10 项措施，确保年内完成陈塘
庄热电厂和供热锅炉减煤增气，140 万吨炼
铁和 229 万吨水泥落后产能淘汰，23 家有污
染和危化企业搬迁关停，27 家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企业治理，380 万千瓦火电机组脱硫升
级改造，98 座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7 万辆黄
标车淘汰等硬任务、硬指标。对天津市 740
个有土方作业的施工工地严防死守，减少扬
尘污染。对大气状况进行 24 小时监控和提
前预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会议强调，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
的手腕治理大气污染，对环境违法问题“零容
忍”，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该整顿的整顿，该处
罚的处罚，该关停的关停，该追究的追究，该
法办的法办，决不允许为一时经济指标犹豫
迟疑遮丑护短，决不允许搞各种变相的保护
主义。

天 津 铁 腕 护 蓝 天
确保年内完成 140 万吨炼铁和 229 万吨水泥落后产能淘汰

本报北京10月28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
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今天发布《2013 年空气
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工作方案》解读指
出，计划通过 3 至 5 年时间，逐步建立覆盖全
国的空气污染(雾霾)监测网络。

国家卫生计生委介绍说，揭示空气污染

(雾霾)对人群健康影响特征及变化趋势，必
须在全国范围建立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监测网
络，通过系统、长期的监测，评估雾霾天气下特
征污染物的人群暴露水平；评估人群健康风险
及其特征；识别雾霾天气相关的易发疾病、敏
感人群及区域差异，为采取针对性的人群干预

措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在监测点设置方面，2013年，通过对环保

部门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文献的分析，确定了
空气污染高发的地区包括：华北地区、黄淮海地
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及东北
地区，以上高发地区涉及16个省区市。在雾霾

高发地区以城市为重点开展监测，每个城市在
空气污染相对重的区域和污染相对轻的区域设
立监测点，另外还选择了农村地区设立监测点。

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出，该项目预期成果，
一是掌握不同地区 PM2.5 污染特征及成分差
异。二是评估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包括估
算空气污染所致的居民超额死亡数(率)，评估
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以及对居民相关疾病发
病的影响、对小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了
解我国人群的出行可能暴露在空气污染状况
下基本情况。2013年冬季开展人群的出行模
式调查，并通过未来3至5年多次调查，了解不
同地区人群在不同的时间与空气污染暴露特
征，为制订干预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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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通讯员杨勇 赵炳

春报道：“过去做饭烧牛羊粪，烧黑乎乎的煤，
现在用上了干净的天然气，日子越来越好了，
我们非常满足。”10月 26日，在新疆乌恰县阿
依布拉克新村，年近七旬的阿不都热合曼·卡
德尔说起生活变化，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当日，和田河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通过初步
验收。这标志着日前建成投产的南疆天然气
利民工程，气源有了充足保障。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的天然气，经和田河气田处理后，进入
前不久建成的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道。这
条蜿蜒2424公里的地下长龙，连接南疆5地州

42县市，为400多万各族群众送去福“气”。
新疆南疆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

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环
境较为脆弱的地区，贫困县约占全部县市的
一半。上世纪 90 年代前，这里城乡居民主要
用煤炭、柴草、牛羊粪作为生活燃料，造成原
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化。

为改善南疆生态环境，1998 年 6 月，“气
化南疆”工程启幕，工程持续实施 14 年间，中
石油塔里木油田已累计向南疆 5 地州 32 个
县市输送天然气 120 多亿立方米，56 家企业

和约 50万户家庭用上了优质天然气。
2010 年 5 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

后，塔里木油田继续推进“气化南疆”工程，启
动了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并于当年 7 月 14
日正式开工。经过3年多艰苦建设，建成了环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输气管道，并与先期建成
的供气管网连通，由此新增气化12个县市、21
个农牧团场，已气化的县市实现供气扩容。

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启动后，作为工程
的重要气源——和田河气田再次进行产能扩
建，目前日处理天然气能力增加到 600 万立
方米，年供气能力可达 20 亿立方米，确保气

源供应充足。
天然气走进百姓家，改善了民生，促进了

环保。据测算，仅和田地区群众每户每年燃料
就少支出约千元。减少了砍伐胡杨、红柳等行
为，绿洲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30%以上，比8年
前高18个百分点，有效遏制土地沙化势头。

同时，石油天然气的广泛使用，为南疆经
济注入新活力。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油
气开发带动了交通运输、机械维修等行业发
展，美克化工等一批围绕石油天然气下游企
业快速成长，推动全州经济总量由自治区中
等偏下水平跃升至前列。

气 贯 南 疆 五 千 里
天然气利民工程为各族群众送福“气”

3000 家营销网点遍布全国；200 家企业
集群发展；10 万箱包大军从事生产、加工、销
售等工作⋯⋯。近年来，江西省新干县努力
探索箱包产业产业升级发展之路，“新干箱
包”逐渐成为叫响全国的品牌。

致力于打造全国第五大区域性箱包皮
具批发市场、华东地区最大的箱包皮具批发
市场，该县围绕“市场+基地”的产业发展模
式壮大产业规模，开工建设了总投资 43 亿
元、占地面积 4300 亩的箱包皮具产业园，预
计产业园全部建成后可容纳箱包及相关配
套企业 1000 多家，年产箱包 1 亿只以上，年
总产值 100 亿元以上。为进一步拓宽销售
市场，该县在不断扩张实体店的同时，大力
推行电子商务，实施网络营销新模式。今年
1 至 8 月，该县网络销售实现营业额 2.6 亿

元，增速明显。
长期以来，高档箱包生产是新干箱包产

业发展的“短板”。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新干县箱包企业大胆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
道路，与知名高校、品牌企业联手，大力开展
产品研发、外观设计等工作，使新干箱包每天
都有新款式出炉，每天都有新产品面市。同
时，该县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指导企业发展，

“走出去”学习先进管理方法，提升企业自主
科技创新水平和发展理念，促使企业实现由
贴牌加工、到产品制造、再到品牌创造的“三
级跳”。目前，该县已注册各类商标、品牌
100 多个。为促进箱包产业升级发展，新干
县大力推进“一个产业、一套班子、一支队伍、
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为县内箱包企业开展

“保姆式”全天候服务。

目前，该县年产箱包能力达 2000 万只，
形成了从原辅材料加工到箱包皮具制造、产
品展销交易，以及仓储配送、产品检测、人才
交流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完备产业链，企业生
产所需配件全部实现本地配套生产。今年 1
至 8 月，新干箱包实现产值 20 多亿元，新增
就业岗位 1000 多个，生产的拉杆箱包占据
全国 80%以上的市场份额。

江西新干箱包网上俏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通讯员 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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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陕西渭南 10 月 28 日电 记者张毅报
道：“首届黄河金三角投资合作交流大会”今天在
陕西省渭南市开幕。本届大会以“发挥独特优势、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通过举办
形式多样的投资推介和考察洽谈活动，推进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同发展，展示该区域完备
的产业基础，广聚区域内外有效资源，突出投资洽
谈与区域合作，推进合作交流。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包括山西省运城
市、临汾市，陕西省渭南市和河南省三门峡市 4 个
市。2008年 4月，晋陕豫 3省召开了“争取建设国
家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第
一次联席会议”，并于当年 7 月联合向国家发改委
递交了《关于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设立为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的请示》。在 3省 4市的共
同努力下，2012年5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
设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使
之成为全国惟一跨省区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为推进旅
游转型升级，江西省日前出台《关于推进旅游强省
建设的意见》，将通过推进旅游综合改革、强化旅游
规划引导、优化旅游产业布局等举措，把江西打造
成为要素全、品质精、形象好、配套优的旅游强省。

江西将打造“一核三片五城十县百区”旅游目
的地体系、“三线八圈”旅游线路框架体系，将庐山、
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古窑等打造
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经典旅游景区；将瑞金、
武功山、明月山、大觉山、三百山、高岭-瑶里、龟
峰、共青城、庐山西海、仙女湖、鄱阳湖国家湿地公
园、星子温泉等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精品旅游景
区；将灵山、南矶山湿地、梅岭、樟树、青原山、大茅
山、三爪仑、江西武夷山、军峰山、九连山、丫山、陡
水湖等打造成为有区域影响的特色旅游景区。

《意见》提出，到 2017 年，各设区市至少建成
一处 5A 级旅游景区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同时，打造休闲度假旅游、红色
旅游、文化旅游等一批旅游示范点。力争到 2017
年，游客人均旅游消费比 2012年翻一番。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未来几年，
广西将投资约 610 亿元，加快建设天然气入桂支
线、地级市专供管道、县级支线、城区管网及附属
设施，构建多气源、多层次、与全国联网的安全稳
定供气格局。日前，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西县县通天然气工程规划》和《广西县县
通天然气工程总体实施方案》。按照计划，到
2017年年底，广西将实现全区各县送达天然气。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气源，广西是我国利用天
然气较少的省份之一。2012 年，包括县级区域在
内，全区只有 22 个城市利用天然气，供应量为
2.32 亿立方米，用气人口也仅为 141.06 万人。初
步预计，2013 年全区天然气需求量为 14.3 亿立方
米，到 2017 年，这一数字可达到 80.0 亿立方米，
2020年将突破百亿立方米。

据了解，天然气入桂主干管道主要是西二线
广南支干线和中缅天然气管道，全长共 661 公
里。去年年底，西气东输二线广南支线建成投产，
让南宁、贵港两市今年初率先实现通气。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海南省海口市日前
提出，将进一步加快 4 个公益性蔬菜批发市场建
设，并对工作落实不到位者进行问责。

据了解，海口在 4 个区各建一处公益性蔬菜
批发市场，是海口市政府今年承诺为民办实事的
项目之一。今年初，在海口市商务局的牵头下，各
区先后完成市场选址和前期筹备工作，目前全部
开工，预计 11月底竣工，年底前可投入运营。

据悉，为有效实现“菜园子”与“菜篮子”直接
对接，建成后的公益性蔬菜批发市场将不收取任
何摊位费及进场费，并实行政府指导限价销售。

本报讯 记者陈莹莹、通讯员王孟颖报道：江
苏大丰日前举行金秋经贸洽谈会，现场共签约 33
个，总投资达 152.68 亿元，其中利用外资 2.21 亿
美元，项目涉及新材料、汽车配件、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和现代服务等高端产业。

据介绍，近年来，大丰市大力实施战略性新兴
产业倍增、传统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提升“三大
产业”计划，重点发展风电装备、海洋生物、电子信
息、汽车零配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石化新材
料、高档造纸、高端装备制造、特钢新材料等临港
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

人均旅游消费5年翻番

江西多措施建设旅游强省

本版编辑 喻 剑

10 月 28 日，市民走在合肥市雾霾笼罩的公园里。当日 10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霾黄色预警。河北中南部、京津地区、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湖

北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 杨晓原摄(新华社发)

推进协同发展

黄河金三角开展投资合作

2017年实现“县县通”

广西天然气管网建设提速

对接“菜园子”与“菜篮子”

海口加快建设公益菜市

借“金洽会”招商

江苏大丰布局高端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