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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地基、架钢构，一批批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招投资、

引技术，一项项高新技术产业落地生根；美环境、优服务，一个

个高端旅游项目接连推进⋯⋯随着全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河北省赤城县年计划完成投资 58 亿元的重点项目建设也随

之拉开紧抓历史机遇、加快转型发展的大幕。

今年，赤城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积极放大“三大机遇”效

应，树立“奥运+”、“协同+”理念，实施“以水联姻、全面合作”

的协同发展战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生态旅游产业、

健康服务产业、特色种养加产业及新兴能源产业等特色主导

产业，优化项目建设硬环境，完善项目推进机制，促进经济转

型、上档升级，打造产业项目全面开花新格局。

培育特色主导产业
立足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携

手办冬奥、建设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等战略机遇，赤城县坚持把

项目建设作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举措，根据

本地实际引进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强、发展前景好的大项

目、好项目，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极力创优投资发展环境，全

面提升项目服务建设水平，通过项目带动经济发展，着力积蓄

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今年，赤城县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生态旅游产业、

健康服务产业、特色种养加产业、新兴能源产业等五大特色主

导产业，精心确定了 24 个重大项目进行集中攻坚，其中省重

点项目 1 个，市重点项目 9 个，总投资 62.5 亿元，年计划完成

投资58亿元。

创优环境助推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发展的引擎，而发展环境则是吸引

项目落地及常驻发展的竞争力。投资环境不好，就吸引不了

大项目、好项目的入驻与常驻。赤城县牢牢把握这一理念，切

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大力建设和优化软硬环境，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硬环境上，赤城县持续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和生产

环境上加大工作力度，栽好梧桐树，待引凤凰来。全县以路破

题，积极推进京北一级路建设，力争年内开工。同时着力提高

城市和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完善交通、水电等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居住、休闲等生活条件，以完备的设施、优

美的环境增强承载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

投资创业。

软环境上，全县力争在服务水平、营造良好投资氛围上下

工夫，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在工作中做到不“越位”、不“缺位”、

不“错位”，工作作风上做到在思想上尊重客商、在感情上贴近

客商，竭力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以廉洁的政风、有

序的市场、淳厚的民风留住客商，发展壮大投资项目。在此基

础上，今年，全县力争强力优化政务环境，为项目建设提供保

障。致力于以“全市商事制度改革试点县”为契机，在全县树

立“投资者、纳税人就是衣食父母”和“服务投资者就是发展自

己”的理念，以“最快捷、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全力打造“全

国投资发展环境最优县”。

强化机制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重点项目的建设事关经济转型，事关长久发展的大局。

有了梧桐树，引进了凤凰，如何让凤凰常驻，推动项目建设长

期有序推进，还需注重完善和强化机制，以制度激励约束、以

制度执行落实、以制度检验成效的良性机制，以此保障项目建

设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上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赤城县

进一步强化保障机制，积极推动项目的真抓落实。继续实施

领导包联重点项目责任制，一个项目、一名领导、

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继续实施现场观摩拉练机制，

通过实地看、一线比、找差距、增压力，条块明确、分

工明确、责任明确；县委、县政府联合督查加大对项目

工作的督查力度，精准督导、严实督导，问责督导。继续

实施“年初建账、年中查账、年底要账”的目标责任管理机制

和年终述职机制，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有布置、有检查、有考核、

有奖惩，通过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改进工作、提高绩效的奖惩

机制保障项目落实；继续加大项目和政策的跑办力度，多方联

动、和衷共济、凝心聚智，营造项目健康发展良好氛围，确保项

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奋发有为谱写赤城又好又快发展

的历史新篇章！

重点项目简介
商贸综合体

由石家庄西美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20亿元，用地面积

264.5亩，分三期建设大型购物商场、星级酒店、商务办公、特

色商业街、住宅等设施，打造现代化商业综合示范区。今年计

划投资1.2亿元，启动实施一期住宅及商业工程。项目建成

后，将有效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南聚集，形成新城区建设

的关键节点，在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增强

城市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海陀小镇旅游度假区

由河北奥伦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40亿

元，位于大海陀国家自然保护区内，规划用地面积421公顷。

项目总建设周期12年，分四期建设旅游度假、休闲运动、绿色

家庭农牧场等设施。今年计划投资5.2亿元，完成山口景观、

有机牧场农场、房车露营公园、家庭滑雪场等设施建设。海陀

小镇项目立足打造集智慧农业、高山运动、山野观光于一体的

复合型生态旅游度假胜地和京北国际高端生态旅游度假区，

建成后将成为赤城县健康服务产业的龙头。

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文化生态旅游

由廊坊市嘉易成市政工程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10 亿

元。项目定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依托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山水、林木资源，打造集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冰雪体验、山地户外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周边

生态环境最好的旅游景区。今年计划投资1亿元，实施游客

服务中心、景区道路等基础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赤城县文化生态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也将在美丽乡村建

设、旅游扶贫等领域发挥重要辐射带动作用。

沸石综合开发

由香港凯富能源集团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0亿元。该

项目以独石口当地优质的斜发沸石矿为原料，生产生物菌、环

保材料、净水器过滤滤料、沸石保健品等高科技产品，并利用

五年时间打造沸石新材料高科技产业园。今年计划建设100

万吨土壤改良剂、30万吨污水处理颗粒和5万吨饲料添加剂

生产线各一条。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可达58亿元，实现

利税4.8亿元，带动就业3000人。

··广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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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陀主峰大海陀主峰

赤城温泉总泉赤城温泉总泉

冰山梁风电冰山梁风电

黑龙山石林黑龙山石林

《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发布——

新兴产业发展用地优先安排
本报记者 黄晓芳

国土资源部最近发布 《产业用地政
策实施工作指引》，系统梳理了各项支
持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用地政
策。有关人士认为，这一政策在光伏产
业用地、旅游用地等方面有诸多创新，
体现了以用地引导稳定增长，促进升级
的政策导向。

产业用地空间巨大

在各种类型的用地中，产业用地被
视为拥有巨大空间的一块富矿。这其中
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已实行建设用
地总量和强度双控措施，将逐步减少新
增建设用地，这已经写入《国土资源“十
三五”规划纲要》，也是我国首次在国家
规划中把建设用地总量和单位生产总值
建设用地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由此，
现有存量用地的盘活成为建设用地来源
的重要渠道。其中，产业用地尤其是第
二产业用地空间很大。

据悉，“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3256 万亩。“十二
五”期间，这一数字是 3925 万亩。对
于大城市而言，建设用地规模管控将更
加严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显示，目前存在的
问题是城市建设无序蔓延，空间利用效
率不高，将严控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建
设用地规模。

一些旧的工业用地可能在城市核
心地段，但因经营不善、企业关闭等
原因，原有用地没有发挥足够效用，
甚至成为影响城市面貌的脏乱差所在
地。与此同时，一些新兴产业、新型
业态又迫切需要用地。这表明，以前
相对粗放的产业用地政策不能跟上新
形势的需求。

国土资源部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新产业用地具有研发用途比例高、不
同用地类型混合成分高、用地需求多元

化等特征，现行部分土地供应和管理政
策难以适应，且存在部分政策空白点，亟
需有更好的配套土地政策，以激发新旧
存增土地的活力。

国土资源部今年的全国土地利用计
划明确要求，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
和军事建设；土地计划将向中小城市和
特色小城镇倾斜，向发展潜力大、吸纳
人口多的县城和重点镇倾斜；保障养
老、旅游、物流、光伏等产业，以及新
产业新业态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
用地等。

与此同时，按照去产能要求，严格控
制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
业”土地供应，制定鼓励支持政策，引导
其退出、转产和兼并重组。

鼓励支持新兴产业

光伏产业用地量大，前些年各地光
伏产业纷纷上马，用地政策也不太一
致。为此，《工作指引》明确，光伏发电站
项目使用未利用地布设光伏方阵的，可

按原地类认定和管理。
此条规定是依据《国务院关于促进

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
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用地的意见》作出的，这对于广大
阳光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来说，不啻
为一大好消息。去年年底，国土资源部
曾发布《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
指标》，明确要求光伏发电站建设应遵循
节约优先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光能资源、
场址、环境等建设条件的同时优化配置，
合理利用土地，尽量利用闲置用地，不占
或少占农用地。

国土资源部同时明确，优先安排新
产业发展用地。依据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产品和相关服务指导目录》、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鼓
励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政策要求，各地
可确定当地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以“先存
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用地供
应。对新产业发展快、用地集约且需求
大的地区，可适度增加年度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此外，《工作指引》 明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以外旅游项目中自然景观用地及农牧
渔业种植、养殖用地，可按原地类认
定和管理。

用地形式多样化

以往，产业用地主要采用出让形式，
需要一次性交纳高额费用。为鼓励创新
创业及各类新产业需要，国土资源部门
采用差别化用地方式，各类产业用地均
可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方
式使用土地。以长期租赁方式使用土地
的，不得超过20年。

《工作指引》 提出，对产业发展较
快的地区、集聚区及使用未利用地发展
产业的，要优先安排用地计划指标。同
时，要积极保障小企业创业基地、科技
孵化器、商贸企业集聚区用地。中西部
地区要按照 《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
向好的若干意见》 要求，加大加工企业
用地供应。

《工作指引》还对多样化的服务设施
的用地提供了便利，提出对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无线通讯基站、分布式光伏发
电设施、社区养老（医疗、体育、文化）服
务设施、电影院（影厅）、旅游厕所等布点
分散、单体规模小、对其他建筑物有密切
依附关系的产业配套设施，允许在新供
其他建设项目用地时，将其建设要求纳
入供地条件。

《工作指引》明确，“PPP+土地”采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实施项目建设
时，相关用地需要有偿使用的，将通过竞
争方式确定项目。

国土资源部表示，产业用地政策允
许依法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除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
外，其他地区应按《土地管理法》相关规
定执行，应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使
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
入股、联营等方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
举办企业的方式使用土地。在此前提
下，各地可依法探索完善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入股、联营的管理方式。

本报上海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今天 18
时许，华灯初上的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华为体验店门
口排起了长队，人们耐心等待着下午刚刚在上海发布的
华为 Mate9/Mate9Pro 正式开售，希望早点用上最新的
华为手机。

作 为 2016 年 度 压 轴 旗 舰 产 品 ，华 为 Mate9/
Mate9Pro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60芯片、第二代徕卡双摄
像头，在智能手机硬件上实现了再次突破。同时，华为推
出了基于Android7.0的全新操作系统EMUI5.0，让手机
在软件层面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验提升，为用户
带来了全新革命性安卓体验。

在发布会上，华为还宣布联合阿里巴巴、百度、腾讯、
网易 4 家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成立安卓绿色联盟，共同
推动安卓应用体验提升。作为国内首个聚焦于提升安卓
用户体验的组织，该联盟致力于共同构建安卓绿色应用
环境，打造安全、可靠、健康的应用生态体系，不断给用户
带来使用感知和应用价值的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司司长刁石京表示，骨干企业
能够联合应对行业挑战，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工信部
将积极支持产业联盟的工作，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到
联盟当中来，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来提高行业整体发展水
平，为产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华为最新旗舰手机国内开售
联合4家互联网公司成立安卓绿色联盟

本报成都 11 月 14 日电 记者刘畅报道：第十六届
西博会今天闭幕。记者从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届西博会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1008 个，总投资额
7876.85 亿元。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的国际性综合博览会，本届西博会以“中国西部·世界机
遇”为主题，共吸引来自全球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 万余
名嘉宾客商参会，共有 7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27 家企业
参展，其中境外嘉宾超过2万人，境外参展企业2347家。

据了解，本届西博会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主题，专设
3 个“一带一路”馆和 1 个“一带一路”暨国际合作馆，2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展览面积 3.5 万平方米。
同时，本届西博会还举办了“一带一路”东南亚·南亚金融
论坛、成都制造融入“一带一路”专场推介会、遂宁融入

“一带一路”企业对接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等10余项“一带
一路”专题活动。

本届西博会期间，东道主四川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836 个，投资金额6572.53 亿元，占签约总额的83.4%；西
部其他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约投资合作项目
172个，投资金额1304.32亿元，占签约总额的16.6%。

签约合作项目1008个，总投资近8000亿元

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