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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璧山公布环保负面清单

契合民生需求 创新商业模式

上 海 启 动 健 康 物 联 网 建 设

时 讯
黄埔海关“互联互通”进展迅速

对专项资金使用全程监管

青岛建立监管特派员工作机制

签约项目 122个

380多家农企龙头入桂觅商机

海南农垦危房改造全面动工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为加快引进全国知
名大型农业企业到广西考察交流、投资合作，协助广西招
商引资，促进广西现代农业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日前在南宁联合举办“中国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广西投资合作洽谈会”。

来自区外各省 （市、自治区） 的农业生产加工、冷链
物流、金融投资、电子商务等 385 个企业、482 个重要客
商参会，涉及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7 个，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71个。

为更有针对性地招商合作，大会特别举办了综合、种
植、林业、养殖和茶叶 5 个专场推介洽谈会，广西重大招
商项目的企业在专场会上做了推介，并与区外企业就投资
合作做了深入交流。

大会签约项目 122 个，签约金额 428 亿元；意向签约
项目 42个，投资金额 107亿元。

本报大连 11 月 11 日电 记者苏大鹏从大连海关获
悉：为了推进大连关区特殊监管区域制度创新，大连海关
从今天起正式对上海自贸区 14 项监管创新举措进行复制
和推广。自 9 月 3 日起，大连海关已先期开展“分批送货
集中报关、简化报关随附单证、区内自行运输、保税展
示、境内外维修”等 5 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两个月以来，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享受到上海自贸区改革红利，优
化海关监管、节约企业成本、提升通关效率等改革成效
初显。

“仅仅允许特殊区域内自行运输这一项措施，就可以
让我们公司 1 年节约运输成本 25 万元，每次运输时间至
少节省四分之一。”大连爱丽思生活用品集团通关部门负
责人刘铁英告诉记者。此项改革后，大连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保税港区之间流转的保税货物实施“分送集报、自
行运输”，允许区内企业自行使用车辆运输，无须施加关
封、进行 GPS 定位，海关则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后台监
管，大幅降低企业的通关时间和成本。两个月以来，爱丽
思累计完成进出区货值 200余万美元，节约车辆和报关费
用 20余万元，节省通关时间 242小时。

“保税展示交易”是大连海关复制的另一项监管创新
举措，允许海关特殊区域内企业在区外或者区内指定场所
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业务，对展示期间销售的货物事后集中
补交关税。截至目前，大连保税区已有 4 家企业开展或拟
开展此项业务，展示的首饰、手表、眼镜、机床等产品遍
布北京、上海、青岛等地，每次展示货物货值逾百万
美元。

大连海关副关长吴东权表示，截至目前，复制推广工
作已为企业节省各项成本 210 多万元，节省通关时间近
500个小时。

大连海关复制上海自贸区创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通讯员张永

艳报道：重庆璧山区近日向社会公开发
布了《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负面清
单》，对畜牧业、煤炭洗选业、石油加工等
23 个企业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项目
进行禁止或限制。

为保证负面清单真正落实，璧山区
规定凡是负面清单禁止类项目，全区境
内一律不得准入，投资主管部门不得予
以审批、核准、备案，各金融机构不得发
放贷款，国土、规划、建设、环保、质监、消
防、工商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地处河北最南端的邯郸，是中原地区连接北京和环渤海的北部

门户。邯郸不仅拥有丰富的矿藏，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商业体

系，形成了巨大的工商业资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趋势下，邯

郸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资产优势，吸引京津产业转移，

赢得了发展先机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马琴报道：针对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重使用、轻绩效”
等问题，青岛市向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的市直部门单位及区
市财政部门派驻监管特派员，按照“重点跟踪、现场监
管、即时整改、讲求绩效”的原则，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
实施监管。这一创新机制，在全国尚属首例。

据悉，监管特派员的监管范围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中安排的专项资金以及市财政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资
金。对市直部门、单位的监管重点主要包括专项资金的
申领、支付、使用管理情况，支出预算追加调整情况，
执行政府采购程序情况，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绩效管理
情况等；对区、市财政部门的监管重点主要包括专项资
金的项目申报、资金拨付、绩效管理及相关制度建设等
情况。

本报温州 11 月 11 日电 记者张玫

报道：2014 温州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今天开幕。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创意
都市、时尚生活”，旨在加快推动温州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带动“温州制造”向“温
州智造”转变。

据悉，此次温州“文博会”到 17 日结
束。期间，10 大展区将免费向市民提供
工艺美术展、茶文化介绍、动漫造型秀书
画名家讲堂等文化大餐。

本报海口 11 月 11 日电 记者何伟

今天从海南省农垦总局获悉：截至 10 月
底，海南农垦垦区 6207 户危房改造项目
全面开建，已投入使用资金 3.23亿元。

2014 年海南垦区危房改造计划任
务分解到 34 个农场实施，目前已竣工
3023户，当年项目竣工率达 48.7%。

据了解，海南垦区危房改造项目总
投资 4.47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 0.56 亿
元，省级投资 0.37 亿元，个人投资 3.54
亿元，资金已全部落实到位。

近段时间，河北邯郸捷报频传：北
京凌云化工集团碳酸氢钠整体搬迁项
目在邯郸新兴铸管产业园区竣工投产；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公司新建商业
综合体项目在邯郸物流港全面启动；天
津市与河北省共建天津天铁工业园区
在邯郸涉县正式起步；天津金桥与河北
永城铸业新建的金桥特种焊条加工项
目在邯郸武安加紧建设⋯⋯

邯郸能在协同发展中获得先机，邯
郸市市长回建坦言：“吸引京津产业转
移，最关键的是找到互利共赢的契合
点，这样达成合作意向就成了水到渠成
的事。”

邯郸地处河北最南端，既是中原地
区连接北京和环渤海的门户，与晋冀鲁

豫四省的 13 个城市相近，2 小时交通圈
内居住人口达 2 亿左右，有着巨大的市
场空间。

为用活区位优势，邯郸着重于向两
方面努力：一是引导京津企业到邯郸建
设商贸物流实体，加大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引导京津企业向邯郸转移能够辐
射周边市场的产能，在邯郸实现本土低
成本生产商品。

按照这一思路，邯郸主动对接京津
及央企，北京盛基投资控股、北京鼎鑫

友成科技、北京宇晟凯隆地产、北京燕
赵永盛科技等公司先后签约加盟邯郸
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总投资达 300 亿元
以上。

邯郸有各种矿藏 200 多处，总量达
40 种以上，经过几十年发展，建立了基
础比较雄厚的原材料生产体系。在此
基础上，邯郸在用活资源优势上下功
夫，先后与京津及央企签订了逾千份合
作协议，仅邯郸经济开发区就累计引进
各类项目 368 个。

邯郸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基地，有
上百年的工业发展史，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该市建立了比较
完备的工商业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工
商业资产。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与
京津及央企携手，发挥资产优势，推
进重组整合，是邯郸转型升级的重要
一环。通过积极有效对接，中棉机、
中电投等企业先后进入邯郸实施资产
重组，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进了邯
郸产业的优化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邯郸用活资产
优势推进各方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

“冀·津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在涉县
建 立 ， 重 点 发 展 精 品 钢 材 、 节 能 环
保、精细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
产业。截至今年上半年，该示范区实
现工业总产值 143 亿元、增加值 26 亿
元，初步形成以钢铁、建材、电力、
煤化工为主的工业基础格局。

河北邯郸：用活三大优势 承接京津产业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龚付国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黄埔海
关自 9 月 10 日启动业务管理一体化改
革以来，广州片区三个隶属海关之间通
关作业“互联互通”进展迅速，仅黄埔海
关驻开发区办事处就已成功办结来自老
港海关和新港海关的 2712份报关单。

据介绍，通关作业互联互通，是黄埔
海关全面深化通关业务改革的重大创
新。该项改革在通关环节突破了各隶属
单位之间业务办理限制。“作个形象的比
喻，就像办理银行业务一样，客户到任何
一个网点都能办理。”黄埔海关开发区办
副主任张学敬说。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安徽下放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核准权
本报讯 记者文晶报道：近日，安徽省能源局发布

《关于改进天然气加气站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
将天然气汽车加气站项目的核准权限下放到市级能源主管
部门。

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气站项目点多面广，投
资规模小，投资主体多元。在汽车加气站行业步入平稳
发展阶段、各类社会资本积极进入的新形势下，将汽车
加气站核准权限下放到市级，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积极
性，也有利于省能源局集中精力抓好行业发展战略等重
大问题。

通知对天然气加气站项目投资主体或主要股东需具备
的条件做了明确规定：一是具备城市燃气专业运营资格；
二是有较为丰富的加气站运行管理经验；三是有加气母站
或与设计规模相适应的其他应急保供措施；四是与上游供
气企业签订相应规模的供气协议，并与当地政府部门签订
相关的保供协议。

水泥生产企业采暖季全面停窑

新疆率先实行水泥“错峰”生产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疆对
水泥与采暖“错峰”生产进行了安排部
署，水泥生产企业在本采暖季全面停
窑，成为全国首个实行水泥错峰生产的
地区。

新疆采暖季也是水泥使用淡季，在
此期间，若继续生产作为水泥半成品的
熟料，将使水泥窑炉和采暖锅炉排污叠
加，加重大气污染。实行水泥生产和采
暖错峰，企业在采暖期停窑，可以有效
减轻冬季大气污染，有效化解水泥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自治区经信委副主任谢青表示，近
年来新疆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已经具备
了冬季停产的条件。统计表明，今年以
来，新疆水泥行业有效需求不足，水泥
价格逐月下滑。前三季度，全区 81 家
规模以上水泥企业完成工业产值 99.41
亿元，同比下降 16.7%。行业利润总额
从 2011 年的 26.05 亿元降至 2013 年的
1.5 亿元。预计到今年底，全区产能利
用率不足 60%。错峰生产将有效减少
水泥产量，对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
意义。

自治区建材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孙存稳算了一笔账：一个采暖季的“错
峰”生产可使新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0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0.85万吨、氮
氧化物 0.75 万吨。新疆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环境保护厅和兵团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联合下发 《关于
实行水泥错峰生产有关要求的通知》，
要求水泥熟料生产和采暖期“错峰”进
行，除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企业外，
其他所有生产水泥熟料的企业，于今年
11 月 1 日 至 明 年 3 月 1 日 期 间 全 部
停窑。

《通知》 还要求严格落实水泥行业
新标准。各水泥企业加快水泥熟料生产
线脱硝设施建设，确保达标排放。脱硝
设施不能正常运行，不能达标排放，不
能严格按照 《水泥熟料生产线脱硝设施
运行管理减排台账范例》 制作减排台账
的企业，错峰期结束后也不得恢复生
产，直至实现达标排放。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青松建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负责人表示，错峰生产有利于改善经
营环境，并且能够腾出时间进行技术

改造。
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孔祥忠

说，协会全力支持新疆地区实行错峰生
产。他认为，这一机制统筹考虑北方冬

季自然环境与市场环境，是解决产能过
剩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务实举措。下一
步，水泥协会将借鉴新疆积累的经验，
在行业内逐步推广。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力
争到 2020 年在健康物联网领域形成百
亿级产业规模，这是日前上海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和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等五部门发布的 《上海市健康物联网
推进工作方案》 提出的目标。

据上海市经信委介绍，上海将加快
推进“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发展，全面启动健康物联网建设。

契合民生需求，聚焦健康服务、养老照
护、食品和药械管理等领域；创新商业
模式，引导健康物联网服务模式发展，
带动健康物联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研
发、示范、推广、应用。

《方案》 提出，上海将培育 10 个面
向全国市场的服务品牌，形成一批符
合国情的健康物联网服务模式和商业
模式；打造健康物联网应用示范和产
业园区，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在

健康物联网服务水平、核心技术、产
业体系和规模、政策环境等方面走在
全国前列。

目前，上海已基本完成医疗卫生信
息的互联互通,为健康物联网的发展奠
定了扎实基础：基本建成联通全市 17
个区县、600 多家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的信息骨干网络，实现了健康档案动
态采集、动态维护；一批专业提供健康
信息服务的企业和运营平台不断涌现；

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开始广泛应用；产业
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未来上海推进健康物联网发展，将
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公共卫生数据库的综合分析、
有效融合，实现“全时空”健康物联网
服务。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建设三大
体系的应用示范工程，支持三层架构核
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应用示范和
产业发展集聚区。

新疆水泥与采暖“错峰”生产举

措引起多方关注，“错峰”利国、利

民，能够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节

能减排。

有观点认为，新疆地域辽阔，远

离内地市场，受水泥销售半径的制

约，内地水泥“进”不去，本地水泥

“出”不来，在同一行政区划内，政出

一门，有利于部署实施“错峰”。

新疆在今冬部署水泥“错峰”生产，

除了有自然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外，更为

关键的是用好了“有形的手”。自治区

和兵团统一行动，联合下发文件，统一

监管，为“错峰”创造了必要条件。

当下，水泥“错峰”生产已成为众多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识，而

在一些区域实施难度大也是不争的事

实。破除障碍，关键在于让“有形的手”

与“无形的手”共同发挥作用。

用好“有形的手”，要发挥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统一的规

则，形成联动机制和监管机制。同

时，不分行政区域实施“错峰”，水泥

市场区域内各部门间、各地行业协会

间和各地企业，都应付出努力，形成

合力。

为“错峰”创造条件
文 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