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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对长三角旅游城市群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采访发现，在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政府领导
的推动下，长三角旅游城市群一体化合
作机制不断完善，部分专项合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基本实现了率先合作、率先联
通的目标。

驶入“高铁+旅游”时代

上海的张先生喜欢“说走就走的旅
行”，他放飞心情首选长三角，两三天的
短途游中随时找个景美心动处住下，说
不定就会有一场美好的邂逅。去年春
天，他走进徽州西溪南，被那让人叹息的
静美瞬间击中，卖了上海一套房，开始在
那里为自己建一个新巢，也为像他一样
的旅游者建一个融入古村落的民宿。

张先生说，明年黄杭铁路就将开通，
高铁站距他的民宿车程只有几分钟，他
更看重的是届时杭州到黄山只要 1.5 小
时，大多数长三角城市到黄山也只用 2
个多小时。黄杭铁路是一条客运专线，
是长三角城际铁路的延伸，开通后将名
城杭州、名江富春江和新安江、名湖千岛
湖与名山黄山串联起来，形成一条世界
级黄金旅游通道。

长三角已进入“高铁+旅游”时代，区
域内高铁网络发达、交通便利、旅游资源
极为丰富，每年吸引无数海内外游客。
坐高铁畅游长三角环保、经济、舒适和安
全，高铁与景区实现无缝对接。

2016 年 1 月，在上海铁路局和沪、
苏、浙、皖三省一市旅游局支持下，中国

（长三角）高铁旅游联盟在浙江丽水成
立，丽水市旅游委与联盟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成为联盟首家会员单位。正在大
力发展高铁换乘枢纽、高铁立体交通网
络、高铁综合体等高铁经济的丽水加紧
培育“高铁+自驾游”“高铁+公共交通”
和“高铁+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等旅游新
业态。

记者从上海市旅游委获悉，一年来，
中国（长三角）高铁旅游联盟广泛联合高
铁沿线城市、旅游企业、旅游服务商、媒
体等各界资源，整合高铁站点、客运专列
及相应数据资源，合力打造高铁旅游整
合传播平台，建设高铁旅游产品研发和
销售平台，搭建高铁旅游服务平台，推动

景区与客源地的联结。

一体化旅游回味无穷

“未来由现在缔造，现在从历史走
来。老建筑、老风貌、老字号、老味道的
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们能让人从岁月中
找寻‘物载变迁’，更能让人在存留于城
市、建筑和生活里的文化积淀中感悟到
情怀永远”。

这是长三角城市群“主题+体验”系
列旅游产品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年 11 月
为长三角城市群“岁月余味”体验之旅 20
个示范点和 10 个老房子特色餐厅评定
结果揭晓写下的一段话。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专项旅游产品
“TOP20·10 奖”是三省一市旅游局全方
位宣传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旅游形象、打
造一体化旅游目的地、增强区域旅游实
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首推产品。

在 2014 年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
上，三省一市旅游局携区域各城市正式
启动了第四个区域专项旅游产品——长
三角城市群“岁月余味”体验之旅的共同
研发和推广，确定在上海虹口区、江苏扬
州市、浙江嘉兴市和安徽安庆市“一区三
市”进行创建长三角城市群“岁月余味”
体验之旅示范点和老房子餐厅的“先行
先试”。之前的三个区域专项旅游产品
分别是长三角城市群“世博主题”“茶香
文化”和“心醉夜色”。

经过两年多研发和推广，长三角地
区一些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化旅游资源被
挖掘出来，中外游客可以在这里发现和
体验海派文化、吴越文化和徽州文化的
独特魅力，在旅游过程中发现美、享受
美、传播美。

长三角城市群“主题+体验”区域专
项旅游产品从理念到项目，从项目到产
品，从产品到品牌，获得了长三角地区各
城市和海内外游客的普遍好评，推出之
初，就获评首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旅游营
销事件大奖。近年来，三省一市旅游局按
照《研发和推广长三角城市群“主题+体
验”系列旅游产品三年行动计划》要求，不
断研发和推广新的区域专项旅游产品，充
分展示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旅游形象。

推进双向客源一体化

2016 年 11 月 11 日，借助中国国际

旅游交易会平台，“长三角之夜——沪苏
浙皖区域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办，邀请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韩
国、印度、俄罗斯、东南亚、中东及港澳台
等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买家及行
业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推介长三角区域
旅游品牌和最新旅游资源，开拓海外旅
游客源市场，加快推进双向客源一体化
发展。

同一天，“中国长江旅游推广联盟”
也举办活动，首次向海内外旅游业界、
媒体正式发布了宣传标识及宣传口号

“四季长江，一路风光”、宣传主题曲
《长江之歌》及音乐电视旅游形象推广宣
传片。“力量之声”组合被授予联盟推广
大使，为长江旅游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
力。2016年，联盟牵头组织赴福建、广
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开展长江旅游
带主题推介。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杨劲松说，新形
势下，加快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积极打造
跨区域旅游产品、跨区域旅游品牌、跨区
域旅游服务平台，促进人流、信息流，带
动物流、资金流，打造世界著名旅游目的

地，是长三角区域旅游共同的目标、共同
的任务。

在三省一市旅游部门建立常态化工
作机制，站在长远和全局的高度，定期
举行长三角旅游市场工作会议的同时，
长三角旅游合作专委会也在 2014年 3月
成立，开展包括联合推介、共享咨询、
新媒体运营等多方面工作。例如，组织
区域城市开展旅游联合推介活动，在宁
夏银川和甘肃兰州开展“宁镇扬马滁都
市圈”旅游促销活动；在德国和意大利
开展会奖会展旅游促销交流活动等。

据长三角品牌专委会秘书长、上海
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姜卫红介
绍，2017 年，长三角旅游合作专委会
将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由各成员城
市推荐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研究与培
训机构等，成立长三角旅游品牌联盟，
提升旅游企业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
力，实现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与长三角
城市旅游业的互动发展。目前长三角旅
游城市群已形成省、市两个层面共推的
良好局面，在城市层面要充分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合作不断深化
本报记者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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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由安徽
省农委主办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介
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议重点推介了安
徽省六安市、宣城市、池州市、黄山
市、灵璧县以及颍上县等 6 个市、县的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园区、精品路
线，向上海的旅游部门及企业集中展示
了安徽休闲农业发展的新亮点和特色新
产品。同时举行了签约仪式，20 家安
徽省休闲农业经营机构和上海 19 家旅
游 企 业 达 成 合 作 意 向 并 签 订 了 合 作
协议。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的实施，安徽省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
显现，沿江近海、居中靠东、承南接北的
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迎来了休闲农业
发展的战略机遇。休闲农业正在成为农

民增收的新亮点，城市居民旅游度假的
新去处，传承农耕文明的新载体。

近年来，安徽省积极把握引领农业
发展新常态，把休闲农业逐步打造成为
城乡居民休闲度假新去处，保护改善生
态环境新利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新业
态。2016 年，安徽省全省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经营主体达 12766 家；接待旅客
人数达 1.33 亿人次，营业收入 616.07 亿
元，同比增长 17.7%、11.09%；带动农民
就业人数超过 50 万人。安徽省农委副
主任陈卫东表示，开展以“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为主题的推介会，将进一步推动
皖沪两地的休闲农业合作与交流，加速
安徽省农业融入长三角与上海经济圈进
程，对于加快安徽省农业对外开放，促进
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大省向现代生态
农业强省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在上海推介乡村旅游
39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旅游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交通拥堵治
理，是 2016 年北京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市
发改委了解到，北京正加快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不断完善
的交通网对接津冀。

2016 年，作为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标志性工程的北京新机场加
快建设。新机场主体工程全面开
工，航站楼核心区正在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飞行区场道工程开工
建设。随着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启
动建设，“五纵两横”外围交通项
目全面推进。

其中，京开高速拓宽工程、新
机场高速（南五环—新机场段）、
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京霸铁
路北京段和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
工程机场红线内预埋段已开工建
设，新机场北线高速正在加快办
理前期手续，京台高速公路已建
成通车。

新机场之外，北京还全面启
动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建设。随着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获国家发
展改革委正式批复，2020 年前京
津冀城际铁路网总里程将达到约
1100 公里，其中北京境内约 250
公里，投资约856亿元。京唐城际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一
期新机场红线内段开工建设，加快促进形成“京津保唐 1
小时交通圈”。

在高速公路网方面，2016 年北京重点推动兴延高
速、京秦高速、京开高速拓宽工程、首都地区环线高速（通
州—大兴段）、延崇高速、新机场高速等 8 条高速公路建
设，在建里程达 184 公里。截至 2016 年年底，北京高速
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 1008公里。

在北京市域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再上新台阶。
2016 年底 16 号线北段开通试运营后，北京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线路共 19 条，总里程达到 574 公里，位居世界同
类大城市前列。随着轨道交通的大发展，中心城范围内
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超过 50%，已成为公共交
通出行的主要方式。

在完善城市骨干路网的同时，北京正按照“窄马路、
密路网”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快打通城市交通“毛细血
管”。以核心区为重点打造集中、连片的次支路网络，畅
通城市微循环。2016 年，北京加快建设 50 条核心区微
循环道路，其中 20条已建成。

北京伸展交通网对接津冀
﹃
五纵两横

﹄
外围交通项目全面推进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广东省经信委近日接连
印发多个“十三五”专项规划，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十三五”期间，广东将打造“一核三群”优势传统产业区
域布局，保持传统优势行业与工业同步增长，全行业总产
值年均增速约 8%。

根据《广东省工业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三五”
规划（2016-2020 年）》，“十三五”期间广东将坚持创新
驱动，通过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高度融合，巩固传统产
业的比较优势。到 2020 年，全行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约
8%；企业规模逐步扩大，超千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企业达 6
家；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节能技术进一步应用，规模
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8%。

广东将在“十三五”时期构建“一核三群”的优势传统
产业区域布局。以广州、佛山、中山、东莞、江门为重点，
打造优势传统产业核心区，着力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以
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区的工业园区和专业镇为基础打造
以食品、陶瓷、纺织为重点的东部产业群；以清远、韶关、
梅州、河源等地区的工业园区和专业镇为基础打造以建
材、金属加工、中医药等为重点的北部产业群；以阳江、茂
名、云浮、湛江等地区的工业园区和专业镇为基础打造以
金属制品、石油化工、建材为重点的西部产业群。

构建“一核三群”布局

广东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图为人们在江苏南京天空之城嘉年华会场游玩。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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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7年1月12日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6 年 12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58.8%的断

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
污染，其中Ⅱ类占 20.6%、Ⅲ类占 38.2%、Ⅳ类占 17.7%、Ⅴ类占
5.8%、劣于Ⅴ类占 17.7%。与 2015 年同期及上月相比,省界河流
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分别上升 32.3%和 20.5%。

苏沪边界 6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断
面水质为Ⅱ类，急水港周庄大桥和千灯浦千灯浦桥 2 个断面水
质为Ⅲ类，浏河太和大桥断面水质为Ⅴ类，吴淞江石浦大桥和盐
铁塘新星镇桥 2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 14 个河流监
测断面中，南横塘长村桥断面水质为Ⅱ类，芦墟塘陶庄枢纽、頔
塘苏浙交界处、新塍塘圣塘桥、新塍塘洛东大桥和澜溪塘太师桥
5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北横塘栋梁桥、江南运河北虹大桥和上塔
庙港乌桥 3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双林港/弯里塘/史家浜双林桥断
面水质为Ⅴ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大德塘思源大桥、长三港
升罗桥和麻溪太平桥 4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
河流监测断面中，丁栅港丁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和俞汇塘俞
汇北大桥 3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蒲泽
塘/清凉港清凉大桥、黄姑塘金丝娘桥、惠高泾新风路桥、六里塘
六里塘大桥和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 6 个断面水质为Ⅲ
类，枫泾塘/七仙泾/秀州塘枫南大桥、上海塘/胥浦塘青阳汇和
面杖港/嘉善塘东海桥 3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
金泽断面水质为Ⅱ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Ⅱ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全湖平均水质类别为Ⅴ类，营养状态为中度富营养。水
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月太湖水域7.4%为Ⅲ类、11.7%
为Ⅳ类、57.2%为Ⅴ类、23.7%为劣于Ⅴ类；22.0%的水域为轻度富
营养，78.0%的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
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4.38㎎/L、氨氮0.09㎎/L；太湖营养状况评
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90㎎/L、总氮 1.79㎎/L、叶绿
素 a43.0㎎/㎥。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
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浓度均有所降低，总氮和叶绿
素a有所升高；轻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减小，中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增
加。淀山湖水质总体评价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
富营养；元荡水质为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6 年 12 月东南诸河省界水体 10 个监测断面中，9 个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1 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浙
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Ⅲ类；浙闽边界 9 个河流和水库
监测断面中，S52 寿泰溪大桥、柘泰大桥寿泰溪断面、柘泰大桥
东溪交汇口下游断面、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庆元政和交界
处、马蹄岙水库坝头、新窑和南溪水库入库口 8 个断面水质为Ⅱ
类，甘歧水库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54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21 个

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51.2%。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有 3 个水
质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6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
缓冲区，有 11 个水质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
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
区和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不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10 个，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水质
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标率为 90.0%。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