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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广东省四会市
江谷镇培崀村的黄贤新来到新
设的村委网上办事点，高兴地
从工作人员练秀珍手中接过刚
办好的老年人优待证。“听说能
在居委会办理低保证，没想到
这么快就在家门口的办事大厅
办好了，真方便。”黄贤新长期
在外地打工，一直腾不出时间
为 80 岁高龄的母亲办理老年
人优待证，去年四会首批村委
会和居委会网上办事点开通
后，他就一直留意培崀村委会
网上办事点建设的相关工作，
得知该办事点正式运行后，便
第一时间前来提交资料。10
个工作日后，他就顺利拿到了
优待证，从申请到领证均在村
委会网上办事点完成。

目前，该市 13 个镇（街）、1
个工业园区网上办事站和 157
个村委会和居委会网上办事点
均已正式上线运行，实现网上
办事大厅办事点 100%覆盖。

四会市行政服务中心责任人胡斯东介绍，培崀村网
上办事点是该市最近开通的第二批村委会和居委会办事
点之一。今年以来，该市由行政服务中心和经信部门牵
头，积极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继去年在肇庆地区率先
实现镇（街）网上办事站全覆盖、首批 26 个村委会和居委
会网上办事点挂牌运行后，今年 7 月又顺利完成了第二
批 131 个村委会和居委会网上办事点的软硬件建设和工
作人员培训工作，提前 5 个月将网上办事服务模式延伸
覆盖至全市所有村委会和居委会。

目前，该市所有网上办事点均已正式上线运行，年初
开通的网上办事大厅手机版和线上线下一体化预约办事
平台也运行成熟。网上办事大厅四会分厅录入服务事项
总数达 806 项，其中镇街服务事项 66 项，村委会和居委
会服务事项 17 项。此举进一步优化了该市的政务服务
环境，使更多群众办事可以不出村、不出镇，大大降低了
成本。

据统计，截至今年 7 月 31 日，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
四会分厅累计办理业务 89497 宗，提前办结 77725 宗，提
前办结率 86.85%，并实现了“零红牌”、“零违规”，受到了
广泛好评。

广东四会实现网上办事大厅全覆盖

群众办事不出村

本报记者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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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加快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为加速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贵
州从建设互联互通大通道，打造西江上
游重要能源基地，共建生态廊道、产业
园区、开放合作平台，推进产业协同发
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等
方面入手，加强与广东、广西两省区
合作。

贵州提出，到 2020 年，该省纳入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地区的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连接珠江—
西江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同
时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生态
环境进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共建
共 享 稳 步 推 进 ，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得 到
提高。

2014 年 7 月，为促进广东、广西经
济一体化发展，探索我国跨省区流域经
济合作发展新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了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涉及粤、桂两省区的 11 个市，并根据
流域特点，将西江上游的贵州黔东南、

黔南、黔西南、安顺 4 个市 （州） 及云
南 省 的 部 分 地 区 ， 纳 入 规 划 的 延 伸
区域。

贵州纳入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 延伸区域的 4 个市 （州） 均处于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
区域。贵州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融入
珠江—西江经济带，对于促进贵州省少
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意义重大。”

打通互联通道

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

建立完善快捷的交通体系是关

键。为此，贵州省将从铁路、

公路、水运、航空及大通关建

设等方面，打造互联互通大

通道

在铁路建设上，贵州将加快推进贵
阳至南宁客专建设前期工作，确保今年

开工建设，同时积极推进沪昆客专贵阳
至昆明段及成贵铁路建设，力争 2 条铁
路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9 年建成通车。
此外，贵州省还谋划建设多条至周边省
份的铁路线路。

在大通关建设方面，贵州将加强与
沿海沿边地区通关协作，推行“属地申
报、口岸验放”区域通关合作模式和检
验检疫直通放行业务模式，争取跨关
区、跨检区口岸直通试点，实现监管互
认、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和口岸、海
关、检验检疫部门“一次申报、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大通关。

借力登高，借船出海。贵州省还提
出将贯通粤黔桂 3 省区的贵广高铁打造
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加快建
设连通广西、面向东盟和连通广东、面
向港澳的交通大通道，共建贵广高铁经
济带，加快建设贵广高铁新型城镇带，
推动大数据、大健康、现代山地高效农
业等互补联动发展。

此外，依托便利的交通网络，贵州

将利用民族风情、红色历史、自然风光
等旅游资源，推动建立旅游战略联盟，
整合旅游资源，合作开发优势特色旅游
项目，培育特色精品旅游线路，力争今
年建成河池—荔波—黄果树民族风情体
验精品旅游线路，在 2016 年建成南宁
—百色—罗甸—平塘—兴义右江红色文
化和生态休闲精品旅游线路，以及昆明
—曲靖—安顺—贵阳—都匀—三都—荔
波—榕江—从江—三江—桂林—阳朔—
贺州—肇庆—广州山水生态游精品旅游
线路，并在 2020 年将贵州建设成为国
际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
度假胜地。

筑牢生态屏障

作为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

屏障，贵州把加强生态建设、

共建珠江—西江生态廊道，作

为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

要内容来抓

据了解，贵州将加快实施退耕还
林、珠江防护林和石漠化治理等生态重
点工程，力争在 2017 年建成桂黔滇喀
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同时，探
索建立贵州茂兰—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合作机制，构筑以自然保护区为
支撑的西江流域生态屏障。加快推进珠
江、西江等重要河流和支流生态建设，
力争在 2020 年建成珠江中上游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

同时，贵州还将携手粤桂两省区共
同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合作推进生
态红线划定、生态补偿、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等制度建设，密切协作积极推
进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在 2017 年跨
区域开展珠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探索
建立桂黔滇大气污染联防工作机制和环
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合作机制，推进大
气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网络联网监控。打
破地域限制，在环保联合执法、联合应
急演练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环境执法
协作与资源共享，保障区域环境安全。
2015 年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监测
数据共享制度及环保执法合作机制，互
通交界水质监测情况，协同处置跨省河
流环境污染事件。

2014年7月，《珠江—

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印

发，西江上游的贵州黔东

南、黔南、黔西南、安顺 4

个市（州）纳入规划的延伸

区域。贵州从建设互联互

通大通道、共建生态廊道、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

享等方面入手，加强与广

东、广西两省区合作，融入

珠江—西江经济带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南宁市高新
区正全力推进“南宁创客城”项目建设，以此推动产业
优化升级，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打造经济发展新
引擎，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

据了解，“南宁创客城”项目规划建设形成“一城
两核多平台”格局。“一城”即南宁创客城中心区，“两
核”是改造升级为众创空间区的南宁软件园、南宁大学
生创业基地；“多平台”即南宁高新区中盟科技企业孵
化园、禾田信息港、弘信物流园、广西申能达孵化基地
等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经过载体空间改造后，形成
的专业化、特色化、市场化和规模化新型创业创新服务
平台。其中南宁创客城中心区位于高新区高科路电子科
技园，建筑面积 14400 平方米，计划首期建筑面积
6400 平方米，共 4 层。计划总投资 2058 万元，可提供
超过 6000平方米的创客平台。

广西南宁推进“创客城”建设
形成“一城两核多平台”格局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中国进
出口银行上海分行日前向上海联合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2.55 亿元服务贸易固
定资产贷款。上海联合金融投资的上海

（嘉 定） 国 际 金 融 科 技 服 务 中 心 （即
“上海金融谷”） 项目作为金融服务外
包基地，被列入商务部 2014 年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推荐的重点服务贸易项目清
单，此次金融机构与地方联手合作，打
造上海“金融谷”，对促进上海市嘉定
区建设新兴的国际金融科技服务中心具
有重要意义。

“上海金融谷”项目为金融科技产
业聚集区，包括建设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BPO） 基 地 、 信 息 技 术 外 包 （ITO）

基地、知识流程外包 （KPO） 基地三大
金融服务外包板块和综合类配套，涉及
以现代 IT 技术为支撑的金融服务运营
外包 （前、中、后台服务）、电子商务、
私 募 与 创 业 投 资 和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等
领域。

“上海金融谷”项目的定位为上海市

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聚集区、上海互联网
金融产业基地以及上海市创新金融服务
实验区。该项目建成后能形成高效规范
的金融业务及服务外包规则和运行方
式，有利于金融服务行业有序运行；通
过发挥金融服务外包园区综合功能，推
进金融与产业互动、区域互动、政府与

企业互动。项目将以现代金融服务外包
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
核心，拟打造金融智能数联网，构建低
碳、绿色、环保、生态、和谐的金融服
务业态。

“上海金融谷”能够有效聚集金融和
创投机构，形成高效的金融资本流动机
制，实现金融服务、业务外包和先进信
息技术产业有机统一、互动发展。该项
目将成为金融服务及相关高端服务产业
综合功能区和上海重要经济增长极，促
进上海市嘉定区建设新兴的国际金融科
技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和长三角地区，辐射国内各大经济区
域乃至亚太经济圈。

银地联手打造上海“金融谷”
将服务长三角地区，辐射国内各大经济区域及亚太经济圈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南方电网公司日前发布
《2014 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南方电网近年来积极促进
清洁电源特别是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2014 年南方五省区内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占比提至 45.5%，大幅高于 24.7%的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电量逐年提高，特别是
2014 年送电量达 17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其中
水电东送量 1205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烧 3832 万吨
标准煤，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部水电等清洁能源，实现了
双赢。此外，南方电网持续深化节能发电调度，单位售电
量化石能耗每千瓦时减少 24克标准煤。

在核电上网方面，南方电网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
准的前提下推动核电发展，为符合第三代安全标准的新
建核电项目提供并网服务。2014 年，南方电网区域接纳
核电发电量 549亿千瓦时。

南 方 五 省 区 电 源 结 构 优 化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提至45.5%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
鸟，地上沙石跑。”回想起当年，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中圈塘
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文仍心有余悸，但如今
却愁容不再：“仅仅过了 10 多年，红寺堡
这个西北最大的扶贫移民聚集区就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漠变绿洲，沙丘起
高楼。尤其是随着葡萄种植基地面积不
断扩大，我们坚信‘紫色希望’越来越近。”

红寺堡区委书记徐军介绍说，经过多
年的艰苦努力，全区 20 多万移民生活环
境发生了变化，但人均收入仍低于宁夏平
均水平。如何真正让移民新区百姓致富
奔小康，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华教授来到红
寺堡调研发现，虽然地处沙漠深处，但红

寺堡自然禀赋独特：地处北纬 37 度至
38.2 度，每年日照 3300 小时，降雨 170 毫
升,蒸发 2700 毫升，土壤 PH 值为 7.2 至
7.6，昼夜温差 10 多摄氏度，是酿酒葡萄
最佳种植地区。经过专家再三考察鉴定，
2007 年，红寺堡区委、区政府决意大力发
展酿酒葡萄产业。

最初，村民对种植酿酒葡萄并不认
可，他们认为这种葡萄 3年才挂果，5年才
进入成熟期，周期太长，前景不看好。红
寺堡区林业局局长王青山告诉记者，为了
鼓励村民种植葡萄，政府每亩补助 1300
元，免费提供种苗、免费架杆、免费施肥，
但响应者依然寥寥无几。

“做就要做到底！”红寺堡区区长丁建
成决心很大。2008 年红寺堡区一方面整

合自治区各种项目资金，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另一方面动员干部和经营大户带头种
植。2010 年，当看到绿油油的葡萄园发
展起来，村民渐渐看到了希望，也都跟着
种起来。2011 年以后，随着晶莹剔透的
葡萄挂满枝头，国内诸多葡萄酒企业入村
入户整批收购。2 万亩，4.8 万亩，种植面
积逐年扩大⋯⋯到 2014 年底，红寺堡酿
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9.14万亩。

此后，浙江、陕西、内蒙古、山西等国
内28家葡萄酒生产企业陆续落户红寺堡，
完成投资 22 亿元，建成葡萄酒厂 6 家，酒
庄12家，葡萄年加工能力近4万吨。

常言道，好酒也怕巷子深。葡萄种上
了，生产企业来了，但要做大做强，关键还
得开拓市场。

“我们有勇气闯出一片市场。”原来主
抓农业、现任红寺堡区委宣传部长的郑亚
亮告诉记者，他们坚决不走“贴牌”发展之
路，要亮出自己的品牌。“依靠红寺堡自然
禀赋优势的‘地利’，借助红酒消费市场日
趋火爆的‘天时’，外加一流管理和酿制工
艺的‘人和’，我们坚持自产自销。截至去
年底，我们酒庄年销售150吨原酒，利润达
500万元，预计 3年后酒庄产能将达 2000
吨。”汇达阳光酒庄的李经理介绍说。

谈及葡萄产业的发展前景，王青山信
心十足：论规模，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论
品牌，目前红寺堡已有汉森、凯大赛仕丽、
紫尚、瑞丰等一批国内知名葡萄酒品牌。
荒漠深处绽放的“紫色梦想”正在变成
现实。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

荒 漠 深 处 绽 放“ 紫 色 希 望 ”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图为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盆地，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天山脚下戈壁滩广阔晾晒场

上，职工们正在摊晒机器切好的番茄干。眼下正值新疆

优质酱用番茄采收、加工、出口的好时机，天山南北各番

茄产区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闫志江摄（新华社发）

图为车辆在贵龙城市大道上行驶。贵龙城市大道是贵州首条跨地区的城市主

干道。 潘希来摄（新华社发）

▷ 建设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基地、信息技术外包基地、知识流程外包基地

三大金融服务外包板块和综合类配套

▷ 涉及以现代IT技术为支撑的金融服务运营外包、电子商务、私募与创

业投资和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