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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

日前，天津市发布了 2014 年环境
状况公报：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同
比增长 30 天；全年 PM2.5平均浓
度下降 13.5%；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
13 年保持 100%；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分 别 比 2013 年 下 降 3.24% 、
1.24%、3.47%和 9.44%。

生动的数据展示了“美丽天
津·一号工程”结出的累累硕果，
更标志着“四清一绿”建设正向纵
深推进。“美丽天津·一号工程”是
天津市重大战略举措，包括清新
空气、清水河道、清洁村庄、清洁
社区、绿化美化“四清一绿”等行
动，目的是以一系列标本兼治策
略，解决影响群众生活质量的突
出环境问题。

天津通过狠抓工业生产、农
业养殖、农村生活、城区雨污合流
等源头污染，统筹规划实施入河
排污口门治理、污水处理厂网建
设等治理措施，健全完善河长制
管理、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监督
考核等长效管理机制，全市水环
境治理基本形成了“多源并重、标
本兼治、建管并举”的治理体系。

在污染源治理方面，天津市累计治理工业企业污染
源 1000 多家、工业渗坑废水治理 92 个、底泥治理 38 个，
处理积存废水约 470 万吨，每年减少重污染工业废水排
放量约 400 万吨。在提升水环境方面，天津市新改扩建
污水处理厂 19 座、配套管网 502 公里，全市 46 座主要污
水处理厂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提高到 95.7%。制度
建设方面，天津严格执行水环境治理执法和问责机制，坚
持源头上严防、过程上严管、成效上严检、后果上严惩，依
法解决水污染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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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综合保税区获批成立
本报讯 记者单保江报道：东营综合保税区日前获

国务院批准设立，成为山东省第 4个综合保税区。
东营综合保税区地处黄河入海口，是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
交汇处，规划面积 3.1 平方公里，功能定位为“1+2”的产
业体系，即以区域保税仓储物流为主导，以石油装备、橡
胶轮胎产业的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研发、维修检测等保
税服务为特色，远期承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该区的
设立对于加快黄蓝两个国家战略实施和环渤海经济圈建
设,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关一体化改革为企业送来“大礼包”

45 万 多 票 一 体 化 报 关 单 通 关

本报讯 记者文晶从安徽省发改委
获悉：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
省安徽总体方案》，近日安徽省制定了《安
徽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年)》，提出围绕“人、地、钱、规
划、建设、管理”，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153”行动、城乡统筹水平提升行
动、产城融合促进行动和资金保障行动。

“153”行动主要包括“一项户籍制度
改革”、“五有并轨”和“三权落实”。安徽
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放开其他设区市落户限制，全面
落实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
和城镇化人口统计相关调查制度。引导
皖北人口有序向皖江地区迁徙。“五有并
轨”是指促进创业就业、增强教育保障、完
善住房供应体系、提供医疗卫生保障以及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三权落实”主要是进
一步落实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

城乡统筹水平提升行动主要包括规
划引导、中小城市和县城提质扩容、城乡
一体化和社会管理创新。

产城融合促进行动主要包括产业支
撑、功能提升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内容。产业支撑——优化城市产业布局
和结构，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推进园区
循环化改造试点，创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等绿色园区。功能提升——编制人文城
市建设方案。推进卫生城镇创建，开展海
绵城市、城市地下管网综合管廊建设、开
展城市社区便捷生活服务圈建设，改造提
升老城区。环境保护——推进绿色城市
建设，创建低碳城市，探索和推行节能、碳
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

资金保障行动主要从资金保障方面，
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探索包括棚户
区改造和开发区产城一体化在内的融资
新模式。

《行动计划》明确，力争经过 3 年的努
力，部分地区和重点领域试点任务取得阶
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
验。全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显著提
升，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初
步建立。到 2017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5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30%
左右。

安徽出台新型城镇化试点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报道：近日，来自山西运城的首
批 20.2 吨苹果，经过国家检验检疫局严格的检验检疫，
发运美国。这是运城苹果首次出口美国，也是中国苹果
首次出口美国。

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处于北纬 35°的地理
带，属黄土高原区。区内土层深厚，雨量适中，光照充足，
海拔高，温差大，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佳苹果生产带。目
前，运城全市苹果面积 214 万亩，2014 年苹果产量达 37
亿公斤。市域临猗、万荣、平陆、芮城等县先后被国家质
检总局确定为国家级出口水果安全示范基地，水果出口
更是被运城市作为提升果业效益的重要措施。此前，运
城苹果已出口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18个国家和地区。

山 西 运 城 苹 果 打 入 美 国 市 场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陈星华报
道：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启动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了丝
绸之路沿线 9 省“多关如一关”，惠及沿线
近 9 万家外贸企业。据青岛海关统计，5
月 1 日至 31 日，9 省海关共接受一体化报
关单申报超过 45.6 万票，其中跨关区通
关单量约 4.6 万票，占一体化总单量的
10.03%。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通关快速路和
沿线物流大通道的打通，给外贸企业带来
极大便利。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公司西
北分公司为美光半导体等公司代理进出
口物流通关业务，该公司机场报关部经理
宋瑞军称一体化改革为企业送来了“大礼
包”。“通关成本降低、物流时间缩短，更重
要的是顺应了物流发展趋势和运作规

律。”宋瑞军说，以公司出口电子元器件为
例，改革前，货物需从咸阳机场通过郑州
机场转关出口，从西安到郑州这段陆路运
输需使用厢式货运海关监管车辆。通关
一体化模式下由于无需办理转关手续，由
转关产生的报关费用直接就省掉了，转关
报关审核等中间作业环节时间也得以缩
减，整个通关过程由此至少缩短 1天。

改革的便利远不止于此，宋瑞军表示，
由于一体化通关模式下无需使用海关监管
车辆，使得企业可以自主整合物流运力。

位于青岛的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关务经理翟明表示，由于改革后企业
可以自主选择申报口岸等，通关速度加
快，也节省了大量的集装箱使用费。据翟
明估算，公司 5 月份跨关区一体化通关货
物有约 200票，改革让公司在物流等方面
成本降低了 20 多万元，通关物流综合成
本下降了将近 30%。

随着通关一体化改革的深入，尤其是
“一地注册、多地报关”，使得代理报关企
业可以在区域内任一海关报关，无需再在

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给不少企业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通关一体化改革贯穿丝绸之
路沿线，形成了东联日韩、西至中亚乃至
欧洲的物流大通道，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今年也准备将物流业务拓展到中

亚西亚地区，在这一区域设立 5 至 10 家
分支机构。精简国内机构、开拓海外市
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带来的这“一增一减”，将为区域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增长点。

本报讯 记者郑杨从日前召开的广东东莞 2015 年
世界环境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每月公布的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排名，今年 1 至 5 月，东莞
环境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大中城市 20 强。该市环保局副
局长香杰新表示，环境质量的改善得益于该市近年来坚
持全方位多领域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尤其是从 2005年开
始，该市对电镀、印染等重点污染行业领域企业进行重拳
整治，10 年来建设了大朗、长安、虎门等 7 个环保专业基
地，以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治污、统一监管，解
决行业污染问题。截至今年 5 月 30 日，这些环保专业基
地累计完成投资 25.01亿元。

广东东莞空气质量稳居城市 20 强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竹园镇那庵村

农民将刚采摘的无公害蔬菜摆放在筐里，准备存放入农

业公司的冷库进行冷藏。近几年来，弥勒市大力发展高

原特色农业，形成种植品种区域化、种植面积规模化、种

植技术标准化、生产经营产业化的模式，并在 18 万亩高

原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中引进了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组

建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本报讯 江苏检验检疫局传来消息，
6 月 1 日起，江苏从上海口岸启运的出口
货物，将正式实施出口直放和无纸化通关
机制，进一步简化出口货物通关手续，提
升通关效率。

据了解，能够享受出口直放的货物是
指列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货物。“负面清
单”包括：活动物；散装货物、危险货物及
其包装；出口援外物资；在口岸需更换包
装、分批出运或重新拼装的；需在口岸实
施监装的出口双边协议装运前检验商品；

市场采购备案单位分类管理类别在三类
及以下的；国家质检总局明确规定必须在
口岸查验、检验检疫、实施适载检验、监装
或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货物。

“今年 1月 1日起，江苏检验检疫局在
全省推进区域一体化，实现了省域范围内
的出口直放和进口直通。”张家港检验检
疫局检务科科长邱涛表示，“江苏 60%左
右的货物自上海口岸进出，下一步，沪苏
一体化将重点在固化出口直放的基础上，
重点突破进口直通。” （施向军）

沪苏实施出口直放和无纸化通关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
员张华刚报道：在前不久结束
的第 19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
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绸之路博
览会上，陕西省宝鸡市与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签订了投资 2 亿
美元合资共建现代化棉纺织厂
的项目，并签约 9 个总投资 50
亿元的 PPP 示范项目。由以
往“拾到篮里都是菜”到如今紧
跟国家战略找项目，宝鸡市招
商引资新模式引发各界广泛关
注。

宝鸡市积极抢抓国家加快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机遇，鼓
励企业“走出去”拓展对外开放
和合作发展新平台。为此，宝
鸡市积极研究制定支持企业向
西开展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
支持企业设立境外销售公司，
扩大对中亚地区有色金属、棉
花等产品的进口，并先后在中
亚、西亚建立了口岸产品销售
中心，与西安港务区合作开行
了“长安一号”、“长安二号”国
际货运班列。今年初，塔吉克
斯坦代表团在访问时对地处宝
鸡的陕西昌荣纺织有限公司的
纺织技术及产品质量产生了合
作兴趣。宝鸡市积极对接，经
多次洽谈，与塔吉克斯坦罗赫
阿布列斯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了
投资 2 亿美元、合资组建昌荣
新丝路罗赫阿布列斯纺织公司
的意向。该项目达产后，将拥
有 10 万纱锭、500 台喷气织机
的 生 产 规 模 ，年 可 产 棉 纺
14000吨、棉布 5000万米。

除昌荣纺织外，近年来，宝
石机械、皇城砖机、宝钛集团等积极拓展向西开放平
台。宝鸡扶风同兴果业、乔山人果品有限公司在中亚
建立了销售公司，年出口哈萨克斯坦苹果、猕猴桃、蔬
菜等货值 600 多万美元；法门寺水泥公司在吉尔吉斯
斯坦建立了年产 20 万吨的特种水泥生产线。目前，宝
鸡石油装备、数控机床、钛材及钛制品、特色农产品等
已出口到丝绸之路沿线 30 多个国家，占全市出口总额
的 23%。去年全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8.1 亿美
元，其中对中亚 5 国贸易额首次超过 9000 万美元，是
2013年的两倍多。

在“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宝鸡市还积极
优化投融资结构，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
式。该市瞄准新型城镇化、重大民生工程等领域，在县
区推荐、部门论证、联合审定的基础上，遴选了公路改
扩建、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等 118 个市场化程度
高、投资规模大、价格调整机制灵活的典型项目首批进
入 PPP 项目库，作为推介和实施的重点，总投资达
356.8亿元。

陕西宝鸡

：

产能合作向西走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张雷 龙群报道：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江西武宁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该县坚
持绿色发展，采取一系列举措保护生态，从工业到农业、从
城市到农村、从山上到水里，全方位呵护生态环境。

在园区，武宁抬高项目引进环境准入门槛，凡不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环境功能区划的高耗能、
高污染项目，一律拒之门外。此外，现有企业环保不达
标的一律关停整改。2011 年以来，先后关停 47 家有污
染的企业，工业园区实现“零排放”。在城区，武宁全面
改造完善污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建污水处理厂，实
现达标排放。在农村，全面推广使用太阳能、沼气等清

洁能源，推进以“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为主
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模式，实现农村清洁工程全面
覆盖。在山区，武宁全面实行封山育林，严厉打击盗伐
林木、无序砍树等行为。全县采伐指标由过去每年 5 万
立方米逐年减少到现在全面禁伐商品林。在湖区，彻
底清理网箱、库湾养殖，实行清水养鱼。

“要把生态作为生命线来抓，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好我们的生态，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开发建设的前
提和基础。”武宁县委书记沈阳说。由于严格的措施，
该县境内地表水达到国家Ⅱ类水质标准，大气环境质
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森林覆盖率达到 72.1%。

江西武宁：

全方位呵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刘麟、通讯员许群飞报道：湖南永兴
县鑫恒诚建材有限公司近日通过该县的“互联网+小微
贷款”金融中心平台，顺利从银行贷款 100万元。今年，
湖南永兴县推出“互联网+小微贷款”的金融中心平台，
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小微企业只要准备身份证明、
婚姻状况、个人收入（证明）还有贷款用途等银行所需资
料，就可以坐在家里办贷款，最高可从银行贷到 500
万元。

像鑫恒诚这样的小微企业可供抵押资产少，以前很
难获得银行贷款。“中小微企业之所以融资难融资贵，主
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抵质押资产或担保措施，融资条件

存在一定缺陷。”据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副行长廖洪剑
介绍，小微金融中心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没有担保的
问题，只要在本地注册连续不间断经营两年以上就可以
申请贷款，也就是信用贷款。按照这种模式，银行在对
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发展前景进行评估检验之后，企业
以信用为凭证从银行获得贷款，让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
微企业在发展期间可以避免资金断流，化解了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铺平了中小微企业发展道路。

目前，永兴县近 40 家中小微企业进入了“互联网+
小微贷款”扶持企业名录库，其中有 7 家企业得到了银
行发放的 200万元的扶持贷款。

湖南永兴：

“互联网+小微贷款”解融资难

图为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一弯头管件生产企业工人在车间内进行钢管厚度检测。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拥

有近 1800家弯头管件企业，从业人员 6万人，年产值 200亿元。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