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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江
西省政府日前出台《江西省推广自由贸易
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从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推进贸易管理领域改革、建立企业年
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等 10 个
方面推出 74 条具体措施，推动上海、广东
等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在江西落地
实施。

《方案》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
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
化要求，2015 年底前建立健全行政审批
目录制度，实行“一口受理”、“并联审批”
服务模式，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

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同时，深化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设立实行“三证合
一”登记制度，提高市场准入效率，并推行
线上线下结合和流程优化，实现跨部门数
据共享和部分事务网上办理，优化企业设
立流程，降低企业设立成本，促进行政公
开透明。

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
提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制度和标
准体系，健全公民、组织信用记录，建
立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共享机制，完善
跨部门信用联动奖惩机制，加大信用信
息的应用和推广。2015 年底前开通“信
用江西”网站，面向社会提供公共信用

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功能；2016 年底
前，建成江西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
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各部门信用信息
系统对接和互联互通；2016 年底前，建
立环境违法法人“黑名单”制度，严格
环境保护执法；2017 年底前建立全省市
场监管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推动跨部
门市场监管信息互联互通。

为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
在江西落地生根、产生实效，《方案》还提
出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制度，通过
准入环节的制度设计、政府购买服务、制
定行业标准等进行引导，发挥行业协会和
专业服务机构在行业准入、认证鉴定、评

审评估、标准制定、竞争秩序维护等方面
的作用。

“学习借鉴上海等自贸试验区改革试
点经验，是推动江西省经济体制改革的突
破口，是江西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创
新高地’，将为江西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
的动力。”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
任陈石俊表示，此次出台 74 条具体措施，
将有利于江西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通关
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江西参与国际国
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
置，有利于推动江西在新一轮的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中抢占发展先机，实现发展
升级、绿色崛起。

江西出台方案推广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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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连片扶贫步伐越走越稳
本报记者 刘 畅

在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被划分
为“四大片区”，分别是高原藏区、秦巴山
区、川南乌蒙山区和大小凉山彝区，涉及
88 个县(市、区)，几近全省半数。其中，
四川省将秦巴山、乌蒙山片区部分县划
分到一起，采取跨区域连片扶贫政策。

据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兵介
绍，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四大片区”累
计完成投入 6684 亿元，两年实现减贫
114.3万人，占全省减贫总数的 45.7%。

量身定制扶贫项目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代市镇会龙村
贫困户辛克科一家，多年生活在贫困线
下。然而，自去年开始，在四川省精准扶
贫相关政策支持下，他喂猪养鹅、养牛卖
粮，不但脱了贫，还小有存款。今年，他
要把常年居住的土房改建为砖瓦房。“有
了政府的帮扶，即使盖新房也不耽误我
摘掉‘穷帽子’。”辛克科算了算家里的存
款，劲头十足。

2011 年，广安市全域纳入四川省秦
巴山区规划，列为全省新阶段扶贫攻坚

“四大片区”之一。从那时起，广安市大
力实施秦巴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
程，促进了连片扶贫区域及辐射区域整

体性脱贫。如今，全市已建成 79 个连片
产业基地、11个重点连片产业带，辐射带
动了贫困地区产业大发展。

再看泸州叙永枧槽苗族乡观音桥村
养殖大户罗贤国，如今通过养殖乌骨鸡
年收入已超过 4 万元。“我有 100 多平方
米 大 棚 养 殖 基 地 ，养 了 800 多 只 乌 骨
鸡。政府每只鸡苗补助 20 元，除去成
本，每只鸡的平均利润大概 50 元。”罗贤
国介绍。从“撒胡椒面”式的帮扶到“精
准帮扶”，乌骨鸡养殖产业成为当地政府
为村民量身定做的一道“大餐”。

川南乌蒙山区和赤水河流域是泸州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加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干部群众“结对认亲、对口帮
扶”等政策，去年当地共减少贫困人口
7.59万人，超出目标任务 2100人。

找准扶贫难点所在

据四川省扶贫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四川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短板”，是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的关键“瓶颈”。片区贫困的总体特征
是：贫困量大面广、贫困程度深，区域性
贫困突出，因灾因病返贫致贫、贫困代际
传递问题严重。

“四大片区”贫困主要存在“六易六
难”问题：一是扶强易扶弱难。由于贫困
群众缺钱无力投入，扶贫资金很难真正
落实到急需扶持的贫困区和贫困户；二
是扶村易扶户难。现在扶贫资金可以进
入片区和贫困村，但是真正落到贫困户
上还不够；三是建房易培育产业难。扶
贫资金用于贫困户住房改造容易见成
效，但是贫困地区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
等制约，产业后续发展难度较大；四是建
设基础设施主干易完善末端难。片区内
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末端建设滞后，

“毛细血管”不完善，“最后一公里”问题
普遍；五是解决共性问题易突破个性问
题难。片区贫困的共性问题是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产业发展难等问题。但是各
片区的贫困有各自的特点，个性问题致
贫比较突出；六是消除传统成因易克服
体制成因难。传统致贫成因多是人口
多、劳力缺乏、行路难等。这些贫困成因
相比之下容易克服。但是像贫富悬殊问
题，收益分配制度、资源开发制度设计不
合理等体制致贫成因，克服比较困难。

为了解决扶贫难点，补上“短板”，
2013 年，四川省顺势而为，在 88 个县启
动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两年
间，从大凉山巅到黑水河畔，从秦巴老区

到乌蒙腹地，四川省坚持分类指导，突出
重点，因区施策，合力并举，以“四大片
区”为主战场，开展基础、产业、新村、能
力和生态“五大扶贫工程”，构建大扶贫
格局，开创攻坚新局面。

突出片区扶贫重点

在藏区，四川省围绕发展、稳定、民
生三件大事，推进藏区新居建设、教育发
展振兴、医疗卫生提升、社会保障促进、
文化发展繁荣、扶贫解困行动等“六项民
生工程计划”，累计完成投资 154 亿元，
实现减贫 7.8 万人。在彝区，在实施大小
凉山综合扶贫开发的基础上，启动彝家
新寨建设、乡村道路畅通和大交通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教育扶贫提升、职业技术
培训、特色产业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体系
构建、产业发展服务、卫生健康改善、现
代文明普及等“十项扶贫工程”，累计完
成 投 资 74.04 亿 元 ，实 现 减 贫 12.9 万
人。在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实施 76 个
连片扶贫开发、818 个整村推进等项目，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35.2 亿元，着力解决
片区贫困群众住房、饮水、产业、公共服
务等民生难题，实现减贫 93.6万人。

幸福不只体现在数字上，更展现在
当地百姓的笑脸上。“四大片区”有不少
百姓走上了“旅游脱贫”的新路。

阿坝州汶川县的宋祥丽在地震前是
当地一家工厂的职工，每月仅有 1000
元左右的工资。地震后，她开起了“川
江鱼府”，成为震后首批吃上“旅游
饭”的人之一。今年，汶川“大樱桃采
摘节”为当地带来了 40 多万游客，实
现旅游收入 1.6 亿元，售出大樱桃 270
万公斤。当地农民纷纷感慨，以前大樱
桃只能低价卖给批发商，还要承担运
费，现在旅游业发展了，足不出户就能
把果子卖个高价钱。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四川实
现乡村旅游收入 2367 亿元，年均增长
20%以上，其中“四大片区”实现乡村旅
游收入 1150亿元，年均增长 30%以上。

“在瞄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贫
困村和贫困户，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等政策的推动下，全省农村贫困人
口 从 2012 年 底 的 750 万 人 减 少 到
497.6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1.5%下降
到 7.7%。”刘兵告诉记者，四川连片扶贫
的步伐将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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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开通中欧、中亚国际货运班列
“海丝”与“陆丝”实现无缝连接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
讯员韦力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社厅获悉：第二批 12 项北部
湾经济区重大人才项目于近
日获批启动，其中北部湾留学
回国人员“众创空间”项目计
划两年内建成适合海归人员
的创业服务平台。

新获批启动的项目包括
北部湾留学回国人员“众创空
间”、北部湾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北部湾专家新型智库建
设 、钦 州 市 筹 建 北 部 湾 大 学

“百名博士人才引进计划”、崇
左市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人
才工程、防城港市跨境电子商
务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工 程 等 12
项。北部湾留学回国人员“众
创空间”项目将依托广西高层
次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一网四
翼”，即广西高层次人才综合
服务网、广西留学回国人员创
新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留学归
国人员创新创业团队建设、创
新创业导师团队建设等平台，
在两年内建成适合扶持留学
回国人员来桂创业的“众创空
间”，打造一个为北部湾留学
回国人员创业提供低成本、低
门槛、全要素、便利化的开放
式综合服务平台。

其中，北部湾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项目，旨在引进更多
的高层次中青年人才，计划在
技术开发条件较好的园区或
有较强技术实力的企事业单
位建立一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搭建企事业单位与国
内外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平台。

为弥补北部湾经济区的人才“缺口”，广西于 2013年
第一批人才项目中设立经济区人才开发专项资金，由自
治区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经济
区人才引进、培养和开发，急需紧缺专业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特殊津贴补贴发放，对有突出贡献人才的奖励等等。
两年来，全区共建立专家基地两个，累计培训中青年专技
人才、公共管理人才 400多人，组织各类高层次人才挂职
服务 90 多人次，为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启动第二批

人才项目

两年内建成留学回国人员

﹃
众创空间

﹄

本报讯 记者石晶报道：在日前召开的青海第六次
旅游发展大会上，2015 年至 2020 年青海省旅游业行动
计划正式发布。5 年间，青海将通过加快旅游项目建设、
完善自驾车营地设施等措施，加大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
融合力度，形成完整合理的旅游产业链条和区域旅游接
待体系，将旅游业培育成为推动青海发展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中的作用。

依据行动计划，2015 年至 2020 年间，青海将从十一
项重点工作的 32 项具体行动入手，加快旅游业转型升
级，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打造“大美青海”旅游升级版，
推动青海旅游产业规模、质量和效益综合指标不断提升，
建成“高原旅游名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推动青海发展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青 海 发 布 旅 游 业 5 年 行 动 规 划
将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区域接待体系

8 月 8 日，黑龙江省著名边贸城市绥
芬河市中心的伊戈尔俄罗斯商品城内，黑
龙江迈克西盟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店
门前很多人在驻足围观。记者挤进人群，
看见干净透明的玻璃窗后，来自俄罗斯的
糕点师们正忙着制作“提拉米苏蛋糕”。

这个只有六寸大小的“提拉米苏蛋
糕”，一天就能卖出 1000 多块，每块售价
35 元。以前该企业从事俄罗斯食品代
理，蛋糕均从俄罗斯进口，从出厂到端上
餐桌大约需要 5 天时间。但蛋糕的特性
决定了越新鲜口感越好，进口蛋糕由于

时间长，不但口感打了折扣，而且物流成
本高。

在绥芬河市政府大力扶持发展食
品加工业的政策支持下，迈克西盟公司从
俄罗斯高薪聘请糕点师，采用俄罗斯进口
原材料制作提拉米苏蛋糕。由于产品新
鲜且口味纯正，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该公
司总经理刘占军说，他们生产的“提拉米
苏蛋糕”已经在绥芬河站稳了脚跟，下一
步打算出口到俄罗斯。在绥芬河，像迈克
西盟这样从事俄罗斯食品加工的企业已
经形成了规模化生产，上下游产业链正在
逐步完善。

过去，提起绥芬河，人们更多想到的
是边贸通道和平台。今天，绥芬河把“通

道”变成了“工厂”，将原料经过深加工获
取更大利润。

在绥芬河保税区乌拉薇妮娜葡萄酒
厂，记者看到工人们正把从摩尔多瓦进口
的 288 吨葡萄酒原酒运进厂区。据了解，
这批葡萄酒原酒在绥芬河工厂经过灌装
后将销往俄罗斯。绥芬河依托独特的区
位优势，吸引了很多像乌拉薇妮娜这样的
食品加工企业投资建厂。“我们自己不用
种植葡萄，只是把原酒灌装出口，风险降
低了，利润却提高了。”绥芬河综合保税区
管委会主任迟德彬说。

在前不久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口
岸贸易博览会现场，来自绥芬河本地的食
品加工企业备受关注，并与国内外诸多采
购商签订了合作协议。湖南省贸促会副

会长王玉立对此深有感触，“一盒俄罗斯
‘提拉米苏蛋糕’在长沙的超市可以卖到
60 元至 70 元，俄罗斯香肠也要十几元一
盒。如果能引进俄罗斯技术和原材料在
绥芬河异地生产加工，消费者和企业将实
现互利双赢。”

近年来，绥芬河市着力打造俄罗斯有
机食品产业链，不仅将最好的地块留给食
品加工企业，还发布多项政策吸引中俄食
品企业在绥芬河投资建厂。同时，绥芬河
搭建起电商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发展。

绥芬河市委书记李大义表示，绥芬河
市将积极培育以食品加工业为代表的新
兴主导产业，力求在培育产业支点、跨境
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 通 道 ”变“ 工 厂 ”

黑龙江绥芬河：建设俄罗斯有机食品产业链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文 羽

图为在重庆璧山区青杠街道中兴村，农机手正驾驶

小型收割机为村民收割水稻。进入 8 月，重庆璧山区 22

万亩水稻日渐成熟，农机部门迅速组织各镇街开展机收

工作，提升水稻收割效率。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卢 卫摄影报道

图为宜宾市屏山县书楼镇美丽的移民安居新区。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供图

本报厦门 8 月 16 日电 记者薛志伟、中国县域经济
报记者黄长秋报道：今天，中欧（厦蓉欧）、中亚国际货运
班列从厦门鸣笛开行。这是全国四大自贸试验区中的首
条中欧、中亚班列，将被打造成“一带一路”示范项目。

据测算，中欧、中亚国际班列开通后，厦门市货物运
抵欧洲、中亚国家的时间，较传统铁路运输将缩短一半，
成本降低 40%左右；相较传统海运模式，时间也将缩短
一半。此外，货主还可享受集货、起票、制单、关检务、发
运、国外段管理、全程信息追踪等国际联运服务。

南昌铁路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这两趟每周一列班列
的开通，标志着从厦门直通欧亚大陆的铁路运输模式正
式开启，为我国海西地区物资出口欧亚大陆开辟了一条
新的快捷物流通道。”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趟班列是
国内唯一由自贸试验区开出的中欧、中亚班列，实现了

“海丝”与“陆丝”的无缝连接，将对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和
增强区域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