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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放宽投资市场准入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今年，江

西将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放宽投
资市场准入，研究“负面清单”外资管
理方式，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机会。实施央企入赣、民企入
赣、外企入赣、赣商回归四项工程，建
立昌九扩大开放试验区，建立常态化、
国际化、综合性投资贸易平台等。

此外，江西还将推动市场体系建设
升级，重点培育 10 个在全国有影响的
专业市场。

家电补贴惠及宁夏移民新村家电补贴惠及宁夏移民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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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 一 体 协 调 发 展
——把脉北京顺义转型升级路（下）

本报记者 苏 民 牛 瑾 赵 妍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作为绿色食品大省的黑龙

江省，今年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将投入 8 亿元重点
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链。

今年黑龙江省政府将安排 8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绿色食
品产业发展。将在哈尔滨建设全省绿色食品常设交易中
心，主动走向市场扩大宣传绿色食品品牌，组织省内企业
在全国重点城市举办并参加全国高水平的绿色食品博览
会 ， 在 全 国 布 局 开 办 100 家 黑 龙 江 绿 色 食 品 旗 舰 店 、
3000 家独立品牌连锁店，进入上万家主流超市，同时运
用网络营销、体验式营销，提高品牌辨识度，拓展渠道创
新商业模式，特别提出要强化建设全国市场绿色食品可追
溯质量安全体系，保障从田园到餐桌严把严控，让人民群
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今年投入资金 8亿元

黑龙江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链

成都移动电商凸显集群效应

土特年货走俏城市大集土特年货走俏城市大集

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继家电下
乡、以旧换新政策后，宁夏家电行业又推
出一项惠民举措，自 1 月开始启动移民
新村“家电专项补贴工程”，首批将惠及
34个移民村的 3万余户家庭。移民群众
购买 10 大类家电产品，持家电补贴卡可
在销售价的基础上优惠 10%，其中厨
电、小家电优惠 20%。

据了解，10 大类家电产品包括：彩
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厨卫电
器、生活小家电、手机、电脑、电动车。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通讯员李晓

帆报道：“成都移动电子商务凭借首创的
‘支付+平台’模式已经跻身全国移动电
子商务第一集团军”。日前，中国最大的
互联网专业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发布最新
研究报告，指出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的快
速发展，正在全面冲击和改变传统商业
模式。位处西部的成都，已经发展成为
国内移动电商版图中核心重镇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5 月，基
于中国银联手机支付平台的成都用户就
已达 400 万户，移动支付交易额达到

50 亿元。“成都的移动支付在两年内增
长了 18.5 倍。”成都市商务局电子商务
处处长彭军表示，成都的移动电商已经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012 年，中国移
动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落户成都，印证着
这样的发展趋势。

据悉，成都将电子商务纳入全市重
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力推进。通
过抓规划引领、政策支撑，平台集聚、
应用推广，促进了快速发展。2011年成
都成为我国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到 2012 年成都电子商务应用企业
已经超过 8000家，交易额突破 3500亿
元 ； 2013 年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超 过 了
5500 亿元，其中网络销售的交易额已
占社会消费商品零售总额相当比重。

在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针对移动电子商务产业的巨大潜力，成
都也开始全面抢占移动电商产业高地。

“成都在电子商务领域实施的是‘跟随战
略’，在移动电商产业上，实施的则是

‘超越战略’。”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张金
泉表示，未来 5 年，国内移动电商产业
势力格局将基本确定，成都在这个过程
中必须建立起自身发展优势。

基于此，成都抢占发展先机，将移
动电子商务纳入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行优先发展。据了解，成都先后建立
中国银联移动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电子
票据创业业务中心，并集聚一批移动电
子商务骨干企业，构建了移动支付、结
算平台、移动交易服务平台，开发性金

融 IC 卡等多应用平台，以及公共支付
管理服务平台。目前成都已初步形成以
基础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融合发展为
基础、以内容提供商和专业服务商整合
创新为主体的移动电子商务全产业链联
动发展模式。

根据 《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2012-2015)》，到 2015 年，成都电子
商务交易额将突破 6000 亿元，并在天
府新区规划建设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初步建成全国移动电子商务支付结
算中心和应用开发中心，移动电子商务
本土用户规模也将超过 500万户。

成都移动电子商务产业的高速发展
产生的集群效应已经初步显现，移动电
商产业链的构建已渐趋完整。

走进北京顺义区，当地人打趣地对
记者说：“以前，我们会觉得你们是北京
来的。”的确，过去的区域、城乡差异导
致了顺义群众的这种“隔离”感。如今不
同了，随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顺义
已成为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区。

近年来，顺义的发展进入了完善功
能、提升品质的新阶段。顺义区委书记
王刚介绍，城乡一体化已成为新阶段工
作的有力“抓手”。

实施五彩浅山开发战略

顺义东北部是有名的浅山区，包括5
个镇，总人口接近12万人，拥有优良的生
态环境和宜人的自然景观，但经济发展相
对缓慢，2012年5个镇中有4个财政收入
在全区垫底。为此，顺义区统筹城乡发展，
确定以浅山区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
2012年，顺义区制定了五彩浅山开发战
略，充分发挥山区生态功能，以浅山绿道
为纽带，以山体、水系、景区、田园为载
体，在浅山区创意构建 5 种色系主题景
观，形成一个五彩斑斓的休闲产业带。

顺义区推进浅山区建设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马元春介绍，五彩浅
山开发主要是构建“一带五区”：一带，
即浅山绿道旅游带，包括五彩大道和五
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五区包
括商务文化休闲旅游区、国际会议度假

旅游区、高端山地度假与红色旅游区、
时尚运动休闲旅游区、国际田园休闲度
假旅游区。“2013 年 9 月，125 公里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已建成开放，它串联起了
3.8 万亩山林、9000 余亩果林、15 万亩
农田，沿线有 20 个民俗村落，吸引了众
多游客来赏山看景、品尝农家乐、体验
果品采摘。”马元春说。

55 岁的田淑兰是龙湾屯镇人，她家
经营的农家院就在登山步道沿线上。问起
生意，她笑得合不拢嘴：“以前附近只有焦
庄户地道战遗址一个景点，游客绕上一圈
也就 1个来小时。现在建了登山步道，游
客玩的时间长了，来我们这里吃饭、住宿
的一批接一批。从 9月底到现在，我家收
入就增加了六七万元呢。”

马元春告诉记者：“我们还将引导沿
线村镇开发登山杖等户外旅游用品，同
时促成外来企业、项目落地，让更多农
民进入第三产业，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打造优质商业消费圈

住在裕龙花园三区的韩毅然算是
“新”顺义人，他的老家在河南，他对生
活环境很满意：“从家走到菜市场也就
10分钟，菜的种类齐全。而且，以前要坐
15 分钟的公交车到城区中心才能逛超
市，现在小区边上就开了个规模比较大

的超市。走路只要 5分钟。”
完善新城功能是顺义区推进城乡

一体化的重要内容，而完善城市服务功
能又是关键所在。顺义区商务委员会副
主任朱广军介绍，顺义区打造了一刻钟
社区便民服务商圈，丰富了商业服务业
态，不仅设置超市、菜市场等，还增加家
政、养老、快递等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

便民，还要优质，顺义区一直在做优
商业消费圈。4 年前，新世界百货顺义店
成为顺义区第一个集全功能服务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商店。4 年过去，新世界百
货顺义店 2013年前 11个月实现营业额
4.7亿元。据了解，随着金街悦港城等项目
的陆续开业，顺义城市中心区商业总量和
规模将逐步扩充，商业实现品牌高端化。

顺义商业还值得一提的是以白马
路为轴线规划建设的京东商务休闲港，
这里将整合周边餐饮、娱乐、休闲等资
源，打造商务活动聚集区和特色休闲产
业聚集区，同时在新国展、罗马湖、鲜花
港、汉石桥湿地等节点引进名厨名店，
扩大特色商务餐饮消费。

以人为核心推进城乡一体化

2013 年 11 月 11 日，北京中医医院
顺义医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北京市属
医院首试“公立医院托管”改革，原来的
顺义中医医院更名为北京中医医院顺

义医院。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正赶上
院长准备行政查房。“行政查房是托管
以后才施行的，我们的所有流程都和北
京中医院一个样。”北京中医医院顺义
医院执行院长王洪说，“我们还聘请北
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做学科带头人，整体
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水平。”

近年来，顺义的医疗服务能力稳步
提升。今年年底前，顺义区首家三甲医院
——地坛医院顺义院将投入运营，该院
通过与解放军总医院、北医三院、儿童医
院、口腔医院等三甲医院合作，带动了呼
吸内科等一批重点专科快速发展。

顺义在北京首创了“爱心成就未来”
慈善助学项目，对全区低保、低收入家庭
的高中、初中、小学生给予每年2000元、
1000元、500元不等的一次性救助。“受
助学生为了回报社会，自愿与义工联合会
签订了服务协议，承诺每年参加义工服
务时间不少于80小时。”顺义区慈善协
会秘书长李勇说，截至目前，顺义区共
救助低保、低收入家庭高初中、小学生
1165人，发放救助款151.88万元。

此外，顺义还积极探索促进城乡
居民创业就业的有效途径。2013 年 1
月至 10 月，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34303
人，完成全年指标的 196.02%，同比
增长 42.96%，全区城乡劳动力二三产
业就业率达 95.3%。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饮水安康工程是海南省委省
政府承诺的民生实事。两年来，城乡“膜法”饮水在海南
推广开来，完成项目 276 宗，投资总额超过 1.3 亿元，供
水规模达 10多万吨，覆盖 17个市县 56个乡镇，受益人口
60万人。

据介绍，预计到 2014 年，海南省“膜法”农村饮水
安康工程将解决 60.218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占
海南省不安全饮水总人口的 42.9%。

据悉，海南省城乡“膜法”饮水安康示范项目创新净
水模式，有效解决了广大群众不安全饮水问题，“膜法”
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国家新的饮用水 106 项指标的卫生标
准。海南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3 年内，海南将
成为我国第一个推动农村饮水水质全面达到国家最新水质
卫生标准的省份。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报道：春节期间能否吃上新鲜菜
和便宜的放心菜，一直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为保证节日
期间蔬菜供应，武汉市各部门多管齐下，从蔬菜投放、流
通到后期价格监管“一条龙服务”，确保市民“吃好菜，
过好年”。

据悉，武汉市物价局将联合商务、工商、农业等部
门，密切关注民生价格市场动态，加强对超市、集贸市
场、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的蔬菜价格监测预警。

同时，为平抑菜价、确保供应，武汉市于近日启动
了冬储蔬菜周转储藏，包括大白菜、包菜、白萝卜、莲
藕等四种大路菜共 300 万公斤以及小包装净菜 8750 万
箱。相关部门将根据每天的市场需求，对冬储蔬菜有序
投放，若遇雨雪等恶劣天气或外菜供应受阻等情况，将
加大储备菜投放力度，确保每天都动态储存 300 万公斤
直至节后。

让 60万人饮上洁净水

海南推广“膜法”饮水工程

平抑菜价畅流通

武汉大力保障春节蔬菜供应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龚献明报道：“新丝绸之
路”上的绿色长龙——浙江义乌至中亚五国国际集装箱专
列日前正式开通。

该线路以义乌为起点，经新疆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
直达中亚地区的铁路集装箱运输大通道，全程长达 1 万余
公里，路上行驶时间约为 6天。

据悉，“义新欧”国际集装箱专列上的商品全部采购
自义乌小商品市场，主要有饰品、玩具及其他工艺品、机
械设备等。至此，通过开通国际集装箱专列和铁海联运班
列，义乌小商品既可以“借海出洋”，也可以“借陆出
境”，自由前往中亚、东盟自贸区、欧洲等地市场。

来自义乌海关的数据显示，义乌至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口岸的铁路集装箱运输线路自去年 4 月底试运行以来，
中亚 5国已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新丝绸之路”舞起绿色长龙

“义新欧”国际集装箱专列开通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跨
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目前正式揭牌成
立，聚集了东方航空物流、百联电子商
务等近 60家企业。

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跨境电子商务
行业协会，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氛围、
加强企业间的相互合作，通过政府和企
业的共同努力，实现上海跨境电子商务
的快速、可持续性的发展，引导企业为
B2C 交易模式下的进出口业务建立起
一条阳光、便捷的交易渠道，促进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上海跨境电商协会成立

1 月 22 日，市民在北京五棵松年货大集上选购干鲜果

品。临近农历马年春节，北京年货市场迎来消费旺季。今

年年货消费正在回归理性，商品包装从“豪华”转为“简约”，

一站式销售各地土特产和年节用品，贴近百姓生活、经济实

惠的年货大集很受消费者青睐，也带来回归年货本意的浓

浓年味。 刘达华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粤东
地区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四市
发展相对滞后，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
的短板地区之一。而今，这条短板正
在变长。值得关注的是，昔日在 4 市
中相对落后的揭阳正在成为带动粤东
崛起的“发展极”。

1 月 17 日上午，揭阳市委书记陈
绿平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揭阳崛起指
日可待”。他说，到 2015 年，揭阳的
生产总值将比 2011 年翻一番，达到
2000亿元，进入全省第二梯队。

的确，分析近年来揭阳发展的轨
迹可以发现，揭阳在赶超中不断进
位，2006 年，揭阳的 GDP 仅为 448
亿元。6 年后的 2012 年，揭阳的 GDP
为 1380 亿元，是 6 年前的 3 倍。2011
年经济总量排名全省第 14位，2012年
进到 13 位，2013 年进到 12 位。广东
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

任丁力说，揭阳一年一个台阶，一年
一个跨越，实属不易。根据广东省社
科院刚刚发布广东省“区域竞争力比
较研究报告”，揭阳的发展后劲指数在
广东省粤东西北地区名列前茅。

近年来，揭阳以“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产业园区建设、中心
城区扩容提质建设”为抓手，借鉴运
用城市群理论，打造粤东发展极，推
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加快

“空港、海港”经济区和 10 个重点产
业园区建设，全力推动城市扩容提质。

揭阳是粤东地区地理上的几何中
心，但不是交通中心，为改变这一落
后局面，揭阳首先在建设粤东交通枢
纽上下功夫。以空港、海港、公路
网、铁路网“两港两网”建设为重
点，加快实施计划投资 837.13 亿元的
87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揭阳市市长陈东介绍，这几年揭
阳摒弃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
发展模式，高起点规模形成 20 个重
点产业园区。同时，还形成了中德

（国） 金属产业城重大合作平台，未
来几年，揭阳将以中委炼油项目为龙
头，在海港经济区形成石油化工、电
力能源、装备制造等板块，打造全国
重 要 石 化 能 源 基 地 和 装 备 制 造 业
基地。

中心城区小而散，承载力不够，
集聚度低，是揭阳的发展短板。原来
揭阳市区面积才 181 平方公里，人口
近 70 万，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
借助广东对粤东西北地级城市“扩容
提质”和 2012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揭
东撤县设区的机遇，揭阳提出了“一
体两翼、四轮齐驱、组团发展”的中
心城区发展格局，不断提高中心城区
在粤东城市群中的集中度和首位度。

广东揭阳引领粤东崛起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揭
阳实现生产总值1605.35亿元，增长
14.5%，总量跃居粤东4市之首，增速
位列全省第二。同时，其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3项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均居4市之首。

交通建设上，2013年有汕湛、潮
惠、揭惠等 3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揭阳将用3到5年时间，建设成为海陆
空交通四通八达、快速交通运输体系完
备、紧密连接珠三角地区和海西经济区
的粤东交通枢纽。今后5年，揭阳新增
高速公路里程将达200公里。

链 接

揭阳市区榕江北河两岸湿地公园一角。 陈少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