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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

报道：江西省日前批复《昌铜高速
生 态 经 济 带 总 体 规 划（2015 －
2020 年）》，计划到 2017 年初步
形成高效低碳生态产业体系，为
生态资源突出的欠发达地区赶超
发展积累经验。

昌铜高速公路是连接中部地
区南昌大都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
的重要通道，沿线的靖安、奉新、
宜丰、铜鼓四个县，森林覆盖率达
75.1%。去年，该区域城镇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江
西省平均水平，是江西省生态最
优良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相对
欠发达的山区。为促使昌铜高速
沿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宜春市率先提出建设昌铜高
速生态经济带。

根据规划，昌铜高速沿线将
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为路
径，重点打造 3 大工程：一是发挥
连接鄱阳湖、洞庭湖两大生态经
济区和湘鄂赣都市圈“黄金线”的
作用，抓好复绿治污、封山育林等
工作，沿昌铜高速左右 2 公里建
设沿线生态景观带；二是发挥昌
铜 4 县物产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优越等优势，打好生态休闲旅游
牌、禅宗文化牌、有机农业牌；三
是打造全国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
品生产基地和江南休闲农业胜
地，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 势 ，起 到 先 行 先 试 的 引 领 作
用。力争到 2020年，昌铜高速生
态经济带全面建成经济实力较
强、体制机制灵活、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的高效
生态带。

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宋迪维说，昌铜高速生态经济
带是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先行者”和示范
田，对于探索生态环境优良、生态区位重要的经济相对欠
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江西规划建设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

本版编辑 秦文竹

福 建 将 建 100 个 休 闲 集 镇
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日前,福建省旅游局发布消
息称，福建正在谋划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加大旅游精
准扶贫工作力度，力争到 2020 年底，全省建成 100 个休
闲集镇。

据了解，福建将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选择乡村
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镇、村，通过分批建
设，力争到 2020 年底，在全省建成 100 个集观光、休闲、
度假、养生、购物等功能为一体的休闲集镇；1000 个能让
游客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个性化、特
色化旅游特色村；100个能发挥带动引领作用的模范村。

为此，福建省旅游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
壮大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每年培育 20 至 30 家休闲集镇，
150至 200家特色村（含 20个模范村），30至 50家 3星级
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推进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加强产
业辅导；开展乡村旅游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动，在全省大
力宣传推介一批“乡村旅游模范村”、“乡村旅游模范户”、

“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等。

推动旅游业跨省“联姻”——

四川旅游实现跨省区“一程多站”
本报记者 刘 畅

旅行社可以跨省份接待游客、跨省旅游质量监
督和应急处置机制将建立、游客将在景区门票优
惠、旅游线路补助、大宗旅游奖励等方面享受优惠
⋯⋯日前，川滇黔渝结合部旅游联盟推荐会在四川
宜宾举行，4 省份共有 8 市区将共同发展旅游经
济，推进 8 市区之间无障碍旅游区建设。今后，人
们前往四川省宜宾市、泸州市、自贡市、内江市，
贵州省遵义市、毕节市，云南省昭通市，重庆市江
津区旅游时，将有望享受多项实质性利好。

四川推动旅游跨区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四川
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陈乾康认为，首先，将相对
分散又互为补充的旅游资源结合起来，能优化区域
旅游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旅游业整体竞争力；其
次，打破旅游区域行政壁垒，可以促进各省旅游扶
贫开发示范区建设；第三，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将
助推旅游投资洼地的形成，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旅游
投资商，实现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

事实上，四川旅游业跨省寻求“联姻”已不是
第一次。早在去年 3 月 27 日，四川就与西藏自治
区政府签署了共同促进两省区旅游业发展的合作协
议，建立了政府层面的旅游合作机制，联合开发大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共同培育香格里拉、茶马古
道等旅游品牌。今年 4 月 20 日，四川、山西两省
旅游局签署了旅游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无障碍
旅游通道建设、企业合作、市场互动、信息化建设
等方面开展合作。6月 28日，川渝黔签署了 《“四
川好玩、重庆好耍、贵州好爽”跨区域旅游营销合
作的协议书》，共同设计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产
品、实现三省市游客间的互动。7月 27日，首届川
陕甘区域旅游合作体创新发展试验区协作会在四川
广元召开，会议通过了涉及 3 省 8 市 （州） 的 《广
元剑门关宣言》。

旅游业合作开发，最直观的利好往往体现在游
客身上。“目前 7 天的 318 国道川藏线拼车自驾游
要花近 7000 元，18 天的川藏线加珠峰旅游大约要
8500 元。如果在 5 年前，出于安全考虑，我会找
旅行社选 18 天的路线，现在我更愿意约上几个朋
友选择 7 天的线路。”作为一名资深自驾 318 国道
的“发烧友”，现年 57 岁的成都市民余重远已多次
自驾全程。他告诉记者，更改路线选择的原因是旅
游公路越修越好，加油站、车辆维修、医疗救援等
自驾游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

余重远所说的 318 国道的变化不乏川藏两省旅
游业发展合作协议中的措施，例如提升旅游交通保
障服务水平、联合打造“318 世界生态景观大道自
驾自助游”、促进精品旅游线路提质升级等，真正
实现“一程多站”。四川省旅游局局长郝康理表
示，四川省旅游局将指导藏区建成一批自驾游营
地、318国道自驾游应急救援平台等示范项目。

旅游业跨区域合作让各省份受益匪浅。郝康理
认为，其一，可以激发旅游企业的活力，促进非政
府组织、旅游行业协会的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区域协同开发模式。
其二，可以促进旅行社、景区、宾馆、线上线下旅
游服务商、大型投资商等旅游企业间跨区域联合。

以川陕甘旅游合作区域为例，该区域共有 5 个
国家 5A 级景区、59 个国家 4A 级景区、118 个国
家 A 级景区。2014 年，八市州旅游总收入达到
1285.14 亿元，游客接待量为 17534.42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及游客接待量平均增速在 20%以上。

“跨省‘联姻’不只有利，也有很多问题不能
回避。例如，西部地区多省份的旅游旺季时长差异
比较大、各地对旅行路线存在税收方面的差异、导
游要跨省讲解存在知识上的欠缺等，这些问题还需
要各省制订更详细的规章去弥补，实现取长补
短。”陈乾康告诉记者。

郝康理介绍，“四川还将推动‘成德绵广眉
乐’和‘成渝’旅游经济带建设，构建以市州为重
点的区域旅游联盟，促进区域旅游要素集聚发展”。

重庆渝中区：“商旅文”联动发展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何汪维报道：为进一步
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和贫困农民增收，陕西今年将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1000 万元，选择周至、太白、永寿、耀州、白
水、宜川、绥德、镇巴、紫阳、丹凤 10 个县 （区），每
县投资 100万元，用于电子商务扶贫试点。

电商扶贫试点资金以贫困乡、贫困村为主战场，以
贫困户为扶持重点，突出电商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量
化到每户的扶持资金不超过 2 万元。试点资金主要是扶
持贫困家庭进行网上销售创业，包括基础知识培训及相
应的启动资金支持；扶持试点乡镇建立电商服务站，在
试点村扶持建立电子商务服务点，为试点贫困村及贫困
户提供电脑等相应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扶持优势特
色农产品的开发、宣传与推广，动员企业与社会各界与
贫困户对接，扩大网上销售和农村特色旅游开发等。

陕西 10 县（区）开展电商扶贫试点
以贫困户为扶持重点

在重庆市渝中区鹅岭正街，重庆印制
二厂闲置多年的十几栋老厂房，今年开始
变得热闹起来。这个占地 3 万平方米的
印刷老厂经过改造后，不仅入驻了近 20
家国内外文创企业，每月举办一次的“创
意商业市集”更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
前来“淘宝”。

重庆印制二厂曾是西南印刷工业的
彩印巨头，尽管倒闭多年，但传统工业建
筑保留完整。今年年初，重庆图比文化创
意咨询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将印制二厂
打造成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城市复合体
验型商业区域——“商业文创公园”。园

区负责人介绍，区域内将打造以创意、文
化、艺术、设计、体验为特色的精品设计酒
店、主题创意餐厅、艺术实验展示发布等
都市文化业态。

鹅岭商业文创公园仅仅是渝中区推
进商旅文融合发展的项目之一。

近年来，土地资源受限、电商繁荣、新
兴商圈崛起等问题不断倒逼渝中区对传
统商贸业进行转型提升。渝中区商务局
副局长李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为了突
破传统商贸业发展瓶颈，渝中区依托区域
内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观光资源以
及发达的商业基础，以商业为核心、旅游
为驱动、文化为内涵，引导商业、文化、旅
游等产业跨界合作，促进产业联动发展。

记者了解到，渝中区商旅文资源富
集，除了发达的商业基础外，这里还是巴

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的发源地，被
誉为“老重庆底片、新重庆客厅”。区域内
有重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64 处，非
物质文化遗产 29 个，年接待旅游人数超
过 3000万人次。

渝中区坚持“以文立城，以文兴业”，
依托历史遗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
典故等厘清城市文脉，将文化、美食、购物
融入旅游产品，推出了“魅力都市游”、“历
史文化游”、“休闲山水游”、“民俗文化
游”、“山城体验游”、“山城步道游”等精品
旅游线路。

同时，渝中区将全区划分为解放碑中
央商务区、历史文化街区、电子商务和创
意产业园区、大石化新区等 4 大板块，以
此为载体，结合各区域不同的历史文化底
蕴及特性，明确各区域不同的商业文化定

位，把历史文化的旅游消费和时尚都市的
现代商业消费融为一体。

在巩固传统消费的同时，渝中区还注
重特色街区的打造，通过商业业态调整和
景观塑造，形成“一街一特色”、“一街一
景”的商旅文发展新格局。较场口 30 度
街吧曾经是一条脏乱差的背街小巷，经过
形态改造和业态调整后，如今这里汇聚了
重庆众多老字号餐饮企业，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消费体验。

今年渝中区出台了“商旅文联动促销
费”八大专项政策，匹配 2000 万元促销
工作专项资金，着力推进商贸、旅游、文化
等各项消费的提升。目前，商旅文融合发
展初见成效：今年上半年，渝中区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9.8 亿元，同比增长
7.6%，总量居重庆市首位。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王力中 夏水夫报道：浙
江省第一宗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日前在德清县成功上
市。该县洛舍镇砂村 20 亩村级集体土地的 40 年使用
权，以 1150万元的价格成功出让。

德清县是全国 15 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改革试点县(市、区)之一。此次拍出的地块位于建设中
的县万亩产业平台东侧，原为废弃闭坑矿地，规划用途为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德清县委书记项乐民说，德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交易，将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
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建立

“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制度，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

目前，德清县已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建立了较完备的市场交易规则
与服务监管制度。

浙 江 敲 响“ 农 地 入 市 ”第 一 槌
村级集体土地40年使用权成功出让

上图 游客在四川阿坝

的 若 尔 盖 大 草 原 游 玩 。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右图 一名游客在青海

格尔木胡杨林拍照。

祝贵福摄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日前，2015·格尔木昆仑
文化旅游节开幕。期间，青海格尔木与甘肃敦煌签订了
旅游合作协议，两地将充分利用各自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联手打造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旅游景区。

格尔木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境内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拥有长江源头、可可西里、冰川雪峰、湿地
草原、沙漠胡杨、雅丹地貌、察尔汗盐湖、昆仑神泉、西王
母瑶池等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敦煌地处古丝绸之路要
道，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
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所在地，曾入选“2012 年度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200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两地将共同规划区域
旅游合作，共创旅游品牌；加大在旅游项目投资领域的合
作，鼓励和扶持双方旅游企业跨市投资、建设和运营，推
动资源共享，客源互换和市场互动。同时，在旅游政策支
持方面，双方同意统一制定旅游营销奖励政策，特别是组
织大型团队的奖励政策，期待以市场手段解决游客在数
量和消费水平变化方面的需求，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

此前，格尔木与敦煌在旅游方面已有所合作。如
2014年 4月开工的格尔木 318汽车营地公园及会展购物
中心项目，就是以国道 109、318线和格尔木为大本营，通
过甘肃敦煌、新疆库尔勒连接丝绸之路旅游大通道。“格
尔木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又贯通青藏和川藏两条精品线
路，从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负责该项目的四川
快捷 318汽车旅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林说。

途经敦煌去格尔木旅游的张女士说：“我去过很多地
方，来到格尔木才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胡杨大漠令人
震撼，神秘的昆仑文化让人着迷，不同于敦煌的壮丽，这
里有别具一格的风景和文化底蕴。”

“旅游最忌讳的就是走回头路。格尔木 318 汽车营
地公园的开发建设，可以将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省区
的旅游资源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环形旅游带，将极大地
推动格尔木的旅游产业。”格尔木市旅游局局长刘宗旭
说，“为了加快旅游业发展，格尔木不仅与敦煌签署了合
作协议，还将与周边其他省区在资源共享、宣传推介、政
策支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合作，充分挖掘格尔木的
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发展”。

依托古丝绸之路自然和人文景观

格尔木与敦煌联手打造旅游景区

编者按 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出行的游客越来越多，带动了旅游业不断升温。为进一步优化区域旅游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旅游业整体

竞争力，许多地区都与周边省区市签署合作协议，实现跨区域联合发展，以期从多方面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游玩体验，塑造区域整体旅游品

牌。如四川就与西藏、贵州、山西、甘肃、重庆等地联合起来，在旅游通道建设、企业合作、市场互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青海格尔

木也与甘肃敦煌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将充分利用各自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联手打造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