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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通、提、聚、干”“口袋底”变成“口袋嘴”

吉林延边州：念好“六字诀”打造桥头堡

内蒙古阿尔山:

打通跨境旅游新通道
本报记者 罗 霄

内蒙古阿尔山:

打通跨境旅游新通道
本报记者 罗 霄

安徽淮北举办石榴文化旅游节

传 真

本版编辑 喻 剑 刘 蓉

本报讯 安徽省淮北市日前举办
第五届石榴文化旅游节。与往届相比，
本届石榴文化旅游节内容更丰富，形式
更简朴，特色更鲜明。

淮北市以塔山为主产区的石榴产业
是全国6大石榴基地之一，“塔山石榴”已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本届石榴
文化旅游节开展了游在榴园、乐在榴园等
特色文化旅游体验活动，本着节俭为主、
政府服务、市场化运作的方针，吸引众多
客商投资兴业。旅游节期间共签约14个
项目，投资总额达63.07亿元。（张 伟）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柳尧宝
是记者在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多次采访
的企业家，他供职于烟台大宸珲春水产
有限公司，负责在珲春的水产生产组
织，带领朝鲜劳动技术人员加工从俄罗
斯和朝鲜进口的海鲜，成品出口到欧
洲、北美和日本。柳尧宝说：“我十分
看好延边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理和资源优
势。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
定位，这里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
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吉林省延边州地处于中俄朝三国交
界地带。1992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划定
珲春市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边境城市之
一，同时批准设立珲春边境经济合作

区；2012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还批准
设立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在政策的带
动下，延边州以开放促开发，老工业基
地活力迸发。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
书记张安顺说，延边的变化得益于念好

“六字诀”：放、活、通、提、聚、干。
“放”即开放合作。与俄罗斯苏玛

集团合作开发扎鲁比诺港，推进中俄珲
春—哈桑经济合作区建设，对朝协助推
进中朝罗先经贸区建设，对韩主要吸引
浦项、农心等韩资企业，以商招商。

“活”即用活边民互市政策，依托珲春
中俄、中朝互市贸易区发展边贸，扶持
图们朝鲜工业园，引进韩国惠人电子等
27 户企业入驻，充分利用“图洽会”、

“中国延边·俄罗斯远东市长合作会议”
等交流平台，提升国际合作的活力。

“通”即与外界互联互通，是发展的核
心和先决条件。延边人多用“口袋底”
和“口袋嘴”形容这里的地理位置。位
于边境地区对内陆来说是“口袋底”，
如果将眼界放宽至日本海和太平洋，这
里就是“口袋嘴”了。延边加快建设

“四路、五线、七桥”，通过俄罗斯的扎
鲁比诺港和朝鲜的罗津港，实现借港出
海；同时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成 为 吉 林 省 对 外 开 放 的 战 略 支 点 。

“提”，是提升开放平台，使之成为延边
的“金字招牌”。依托珲春国际示范区
建设，珲春实施城市改造，城市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聚”，是利用俄朝丰富的
煤炭、木材、海产品资源，加快产业集
聚，建设煤炭、木材、海产品、纺织服
装、国际物流五大基地。“干”，是先行
先试，不观望，不争论，不等待，大胆
破除体制机制束缚。除了在中俄、中朝
边境建设出口加工区，利用全国惟一的
对朝出境加工复进境政策，在珲春有 4
户对朝出境加工复进境政策试点企业在
朝鲜设立了 13个加工厂。

今年以来，记者参加延边州的几次
大型经贸活动，感到延边的“国际味
儿”越来越浓。来自东北亚和欧洲的客
商积极寻找商机，纷纷表示看好这个富
有潜力的商业地区。

时 讯时 讯

内蒙古阿尔山—蒙古国松贝尔口岸
跨境旅游项目，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阿尔山市正式启动，并开始接待
游客。

兴安盟旅游局局长孟铁牛说，今年
6 月以来，阿尔山至蒙古国东方省哈拉
哈高勒县、乔巴山市和肯特省温都尔汗
市的 3 条跨境旅游线路获得国家旅游局
审批，边境异地办证也得到了公安部批
准。同时蒙古国有关部门对开展边境跨
境旅游提供了大力支持，使得该跨境旅
游项目顺利启动。

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东部，与蒙古
国毗邻，辖区内有长达 93 公里的边境
线。当地自然风光优美，雪景、温泉、
天池、林海、冰川和火山地质遗迹等自
然景观闻名海内外。依托自然禀赋，阿
尔山市不仅把巍巍大山、滔滔林海当做
城市的名片推向世界，而且注重打造城
市独特的风格，他们“把整座城市当做
景区做，把每栋房子当做景点做”。如
今的阿尔山，小城精致玲珑，一处一
景，尽显风情。

今年以来，凭借风光四时皆宜的优
势，阿尔山市不断加大旅游产品包装和
挖掘力度，先后推出了白狼林俗游、中
蒙跨境游等夏季旅游产品和以白狼雾
凇、太阳谷不冻河水草观赏、露天温泉
体验和室内滑冰等冬季旅游项目，形成
了“旅游产品四季不间断”的旅游产业
布局。

阿尔山市旅游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阿尔山的旅游今年呈现出诸多亮点。其
中家庭旅馆以高性价比成为各地游客的
首选。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全市宾馆
旅店日入住率达到 95%。在阿尔山景
区，露营受到了户外旅游爱好者的青
睐。阿尔山景区还在淘宝网推出景区门
票和“阿尔山一日游”旅游线路，受到
游客欢迎。

阿尔山市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得
到了阿尔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为了改善城市面貌，今年以来，阿尔山
累计投入资金 1.56 亿元，对城市道路
及巷道进行改造，实施了城市亮化工
程；积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阿尔山公路、铁路、航空旅游通道建设
步伐，除了加快与周边盟市道路“对

接”以外，阿尔山市还积极推动铁路的
升级改造。航空方面，在开设阿尔山至
北京、呼和浩特、杭州航线的基础上，
又推动开通了阿尔山—大连—广州和阿
尔山—呼和浩特—重庆航线。同时，阿
尔山市还升级了道路、宾馆等各类基础
设施，目前正在全力建设中俄蒙旅游经
济合作区，游客接待和服务能力有了显
著提高。

要做好旅游产业，仅有自然风光还
不够，还要赋予其文化内涵，提高产品
品位。“旅游城市要充分彰显文化之
美，不仅要让游客尽情领略阿尔山的秀
美风光，更要让游客感受兴安文化。兴
安盟委、行署全力支持阿尔山市的文化
建设，要让旅游火起来、百姓富起来，
还要让阿尔山的文化兴起来。”兴安盟

委书记苗银柱说。
作为文化底蕴丰厚的旅游城市，

今年阿尔山市精心筹划推出了“守望
相助·尽责圆梦”系列采风活动，通过
邀请知名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
词曲家走进阿尔山市，开展了唱响一
首歌、写好一篇散文、作好一首叙事
长诗、组织好一次画家采风的“四个
一”文化名家采风创作，助推旅游产
业的发展。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
层”演出活动在阿尔山市进行了 3 场
慰问演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
法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采风团相
继走进阿尔山市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中俄蒙冰雪摄影节”暨“中国·阿尔
山冰雪摄影大展”，使阿尔山独具特色
的冰雪资源得到充分展示。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土资
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四部委日前印发的

《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哈尔滨市
阿城区被列为全国“多规合一”试点市县。

阿城区是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中的重点开发区，城市
形态完整，城镇发展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
类型分明、比例适当，历史文化资源独特，有金上京会宁
府等多处遗址。2013 年 7 月，阿城区政府委托哈尔滨工
业大学组成跨学科课题组先期开展了“多规合一”探索与
研制工作，自 2014 年 1 月初开始，由经济、规划、遥感
和环境等哈工大多个优势学科组成的课题组同阿城区政府
历经多轮研究、修改和完善，初步完成“多规合一”试点
方案的研制工作。

推动市县空间规划改革

哈尔滨阿城实施“多规合一”试点

10 月 7 日，河北省滦县滦州皮影剧团在表演传统剧目

《秦英征西》。滦县是滦州皮影的发源地，2012 年获评中国

皮影艺术之乡并建成河北省首家皮影专题博物馆——中国

滦州皮影博物馆。近年来，滦县以“山水为形、文化为魂”为

理念，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雅 利摄

色彩斑斓的原始林海、辽阔无边的
草原、珍珠般成群的牛羊，哈达一样的
云雾缠绕在白雪皑皑的牛心山。草原深
处，炊烟冉冉升起，牧歌宛转悠扬，一
幕幕祁连美景让人如痴如醉。

祁连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
藏族自治州，处于河西走廊的交通要
道，丝绸之路南线路经于此。丰富的
历史积淀、独特的人文内涵和壮美的
自然景观赋予这片沃土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

近 年 来 ， 祁 连 旅 游 业 发 展 迅 速 。
2014 年，祁连县旅游发展基金为 400

万元，全县农(牧)家乐总数 67 家，具有
一定接待规模的宾馆达到 59 家，全县
旅游行业直接从业人员达 2300 余人。
截至 8 月底，全县共接待游客 109.6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8 亿元，同
比增长 27%和 39%。祁连逐渐成为全省
乃至西部夏秋季旅游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之一。

卓尔山位于祁连县八宝镇，紧靠八
宝河与藏区神山牛心山，美景醉人。祁
连县旅游局局长王明军告诉记者，卓尔
山景区目前已经投资了近 4000 万元，
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超市、美食城、

停车场和休闲广场，可接待游客 4000
余人。

随着近年祁连县旅游业的兴起，卓
尔山脚下的白杨沟村也抓住机遇，利用
距离景区近的优势发展起了农家乐。不
仅使当地农牧民增加了收入，也让整个
村子旧貌换新颜。农家院老板马德良
说，祁连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市场需
求大，尤其在旅游旺季，吃饭、住宿的
人特别多，需要提前预约。

如今的祁连县不仅有风景迷人的自
然风光，更有别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以“情景体验”为设计理念，集休

闲、浪漫、体验于一体打造的纯欧式建
筑，瑞士印象街就位于八宝镇内。街区
中心的浪漫爱情广场和景观，搭配以具
有欧洲风情的灯光亮化和雕塑，为祁连
县“东方瑞士”品牌的打造添上了绚烂
夺目的一笔。

可容纳 2000 余人的“东方瑞士水
世界”更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这
里演艺舞台、多功能大厅、泡池、休闲
广场、儿童戏水区、成人滑水区、餐饮
区、健身康体中心、沙疗区等项目一应
俱全，给前来祁连旅游的游客带来别样
感受。

青海祁连县生态旅游正当时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得 乾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日
前出台 《关于加快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若干支持和激励
政策》，进一步加大推进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创建工作力度。

据了解，2014 年至 2017 年，自治区每年安排广西特
色旅游名县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旅游公共服
务设施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对经考核验收合格并获得

“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称号的县市区，通过自治区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一次性给予 2000万元奖励。

对创建县的关键性旅游项目，自治区实施财政贴息贷
款扶持，安排旅游项目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用于对各创建
县中小型旅游企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机构进行风险补
偿。优先支持金融机构在各创建县开展“金融支持乡村旅
游示范工程”。优先安排创建县的人才培训，重点培养各
创建县的旅游管理人才和旅游从业人员。

实施财政贴息贷款扶持

广西激励创建特色旅游县

兰 州 举 办 国 际 文 化 产 业 大 会

本报兰州 10月 9日电 记者李琛奇

陈发明报道：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
化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际文化
产业大会今天在兰州开幕，来自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专家
学者以及149家国外文化企业代表参会。

国际文化产业大会由甘肃省政府和
亚太总裁协会发起，自 2012 年在甘肃举
办以来，对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扩大丝
绸之路文化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金华实现村镇银行全覆盖

本报讯 自 2010 年浙江金华银监
分局启动村镇银行组建试点工作以来，
组建工作进展顺利，金华辖内已成立村
镇银行 7 家，实现了辖内 7 县市（不含市
区）村镇银行全覆盖。

该分局积极引领各村镇银行支持
“三农”发展。截至2014年6月，7家村镇
银行贷款余额 47.2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
余额 44.35 亿元，较年初增长 27.3%，占
各项贷款余额的93.97%。 （田建永）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14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上，贵州省毕节市推出了“乌
蒙山宝 毕节珍好”的区域公共品牌，以此提升该市发展山地
现代高效农业的知名度、美誉度，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毕节市，季风气候较为明显，生物
资源丰富，动植物资源多达 2800余种，其中赫章核桃、大方
天麻、织金竹荪等品质优良的山地农特产品享誉国内外，涌
现了“中国核桃之乡”等一批特色农业县乡，10 个农产品品
牌先后通过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近年来，毕节市把特色农业作为推进农村发展、农民脱
贫致富的重点产业来抓，相继实施了“3321”、“三万”等农
业产业示范工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政策支撑体系和
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力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增
收。2013年，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来自特色农业。

形成产业政策支撑体系

贵州毕节发展山地高效农业

本报讯 以“改革引领发展 创新开辟未来”为主题的
第十五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将于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 日
在成都举办。本届西博会招商招展基本完成，已吸引 7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8956 家企业报名参展，境外参展企业达到
2951家。

在 10 月 9 日举行的第十五届西博会新闻发布会上，四
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西博会组委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吴
显奎介绍了博览会的筹备情况。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分两段
举办，举办各类投资促进与贸易合作活动50项，包括开幕式
暨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中国—欧盟投资
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中国西部金融论坛、2014亚洲教育论
坛年会等8项重大活动和海外高新科技暨高端人才洽谈会、
中国—欧亚经贸投资论坛等42项专项活动。 （瞿 瑜）

开展 50项贸易合作活动

第十五届西博会招商招展基本完成

上图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

山的驼峰岭天池风光。

左图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

山的石塘林风光。

阿尔山位于内蒙古大兴安

岭西南山麓，这里的火山地貌神

奇壮观，原始森林绵延千里，七

大天池竞相争奇，四季景色令人

陶醉。秋季的阿尔山如童话世

界，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摄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通讯员黄思

报道：今年以来，武汉市武昌区国税局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便民办税的要求，打通
便民办税的“最后一公里”，为辖区内 34
家相关企业做好退税工作，共涉及税款
超过 800万元。

武昌区国税局积极落实小型微利企
业、软件企业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武汉
大学传媒出版股份公司是这一政策的直
接受益者。相关政策一出台，税政部门业
务骨干就三次深入公司，查看账目、落实
优惠，让企业最大限度地分享政策红利。

武昌国税打通退税“最后一公里”

河北滦县唱好文化旅游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