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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节假日刚过，从河北张家
口旅游部门传出消息，长假期间，该市滑
雪旅游、冰雪运动亮点纷呈，全市共计接
待游客 239.3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0.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9.4% 和
57.1%。张家口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的崛
起，仅仅是河北冰雪经济全面升温的一
个缩影。目前河北正抓住冬奥会这一千
载难逢的契机，顺势而上，全面推动冰雪
经济新业态发展，力求创造一个千亿元
规模产业集群。

一次转型重塑的契机

蓝天、白云、桦树林⋯⋯2016 年 12
月 3 日，张家口市崇礼区长城岭滑雪场，
雪友畅快体验着从通往高山之巅的银白
色雪道飞速滑下的速度与激情。

就在这一天，“健康河北 欢乐冰
雪”2016-2017 河北省雪季系列活动主
会场在这里火热启幕。而主会场开幕的
同时，全省另外 10 个设区市同步启动这
一活动，形成地域联动、南北呼应、冰雪
兼顾的生动局面。

从昔日的冰天雪地人稀少，到如今
的热火朝天人如织，北京携手张家口成
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给张家口带来了
人气和商机。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张家
口旅游服务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高于二产 17.7 个百分点，年均增
长达38.6%。

伴随游客的火爆增长，旅游内容也
在发生着变化，冰雪旅游不再仅仅局限
于简单的大众观光，而是向着更深度的
休闲度假游转变。

冬奥会给张家口带来的，更有城市
产业结构的转型重塑。

根据国家和省市化解过剩产能和
“绿色办奥”的总体要求，张家口市宣布，
自 2016 年 起 ，利 用 5 年 时 间 ，力 争 在
2020 年底关闭取缔市域范围内所有矿
山企业（指有采矿权或探矿权的企业），
基本实现建成“无矿市”的目标。

如今，张家口致力于“腾笼换鸟”，推
动产业尽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
型升级。未来，张家口的经济结构将发
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伴随重工业的整体

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生态、大旅游、大
数据、大健康、新能源、新技术、高端制造
的重新布局。

围绕“绿色办奥”，河北强力推进大
气污染治理，突出抓好化解过剩产能。
其中张家口市深入推进“减煤、降耗、治
企、抑尘、控车”等重点工程，大力开展植
树造林，特别是牢牢把握获批全国首个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契机，着力发展风
能、光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以绿色发
展理念为确保“冬奥蓝”绘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一座开掘不尽的富矿

夜幕降临，崇礼区的夜景灯依次亮
起，令人产生置身于童话世界的错觉。
星级宾馆、饭店林立，高档雪具店随处可
见，滑雪学校、冰雪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地
标矗立在街头。

冬奥会，让这座小城华丽转身。
冰雪产业正给张家口市乃至整个河

北省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借助冬奥，
河北的冰雪产业风生水起。

北方硅谷、洋河新区、西山高新区
⋯⋯张家口市谋划建设五个冰雪产业专
业园区，上海鼎尚、法国MND集团、德国
海德集团等知名企业纷纷与张家口签
约，在冰雪产业园区建设和冰雪装备研
发、生产等方面深入合作。未来，张家口
有望形成完整的滑雪设备、装备生产
链条。

得益于冬奥会的发展契机，以及人
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冰雪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冰雪产
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从国外成熟市场的发展来看，无论
是项目自身产业链长度，还是同其他项
目的融合度，冰雪体育都具备很强的产
业属性。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海燕介绍，冰雪
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
为冰雪运动本身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的
装备制造，下游的场地、赛事、体验、培
训等；第二个层面是冰雪运动同旅游、
康养、互联网、传媒等其他项目融合延
伸出的产业链；第三个层面是冰雪运动

与城市发展结合，所延伸出的产业链，
比 如 冰 雪 小 镇 、冰 雪 特 色 城 市 的 打
造等。

如今，河北正以“大产业链”概念，着
眼这三个层次的产业链打造。全面推进

“以冰雪体育旅游为主导，以冰雪大众休
闲健身和竞赛表演为基础，冰雪体育服
务业初具规模”的产业体系建设。

着眼于拓宽体育发展投融资渠道，
河北谋划设立“体育产业引导股权投资
基金”，目前已经省政府批准实施，首期
4.2 亿元，力争年底前正式运行。据悉，
该基金将把冰雪产业及项目的发展作为
扶持重点。

一场冰雪惠民的盛宴

冰雪季到来，崇礼区西湾子镇黄土
嘴村农民惠江一家，又迎来一年中最忙
碌的时节。

父亲做保安，惠江自己当教练，母亲
办起了农家院——自打山旮旯里的万龙
滑雪场开业以后，雪，便成了惠江一家的

“铁饭碗”。
“全村的大账我算不好，反正我家吃

‘滑雪饭’，一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在万
龙滑雪场担任教练组组长的惠江很有底
气地说。

像惠江这样全家“靠雪吃饭”的家
庭，在崇礼区还有很多。

崇礼有万龙、云顶、长城岭等 5 大滑
雪场，仅万龙滑雪场，雪季用工就达 500
多人，其中 80%以上是当地农民。万龙
滑雪场目前有正式教练 50 余人，绝大部
分都是崇礼农村来的姑娘小伙儿。

除了滑雪场，当地的宾馆、饭店、雪
服装备销售店等，也都提供着不错的就
业创业机会。

一组数据显示，2013 年崇礼区接待
游客157.6万人次；而在北京携手张家口
申冬奥的 2014 年，接待人数就飙升到
201.5 万人次；2016 年以来，崇礼区共接
待游客 29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25%，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19.6 亿元，同比增长
26.2%。

持续攀升的百分比，就是一个个虚
位以待的就业创业岗位。筹办冬奥会，
有力促进了当地脱贫攻坚。

随着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
高涨，增加冰雪基础设施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社会资本已经敏锐地嗅出了其中
蕴藏的巨大商机，资金投入力度迅速
加大。

《冰雪蓝皮书：中国滑雪产业发展报
告（2016）》统计，2015 年全国滑雪场数
量达到 568 家，预计 2022 年国内滑雪场
数量将达到1000家。

近两年，河北冰雪经济呈递增之势，
大大小小的滑雪场、冰雪嘉年华吸引了
不同层次的冰雪爱好者。

河北全面发力冰雪产业，一个千亿
元的冰雪产业集群将崛起。

搭上“冬奥快车”，掘金冰雪产业——

河北打造千亿规模冰雪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周聪聪 王峻峰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记者在
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创新发展大会上了解
到，2016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到 19857 家，总量居全国第一；珠三角
地 区 占 18880 家 ， 比 2015 年 增 长 了
78.8%。其中，广州、东莞、中山等市
高新技术企业存量实现 100%以上快速
增长。广东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投入也快
速增长，2016年，珠三角地区地方财政
科技投入增幅达到88.4%。

在“创新驱动”的强劲引擎拉动
下，广东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升。2016
年，广东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55558
件，是 2015 年的 1.5 倍；全省发明专利
授 权 量 达 到 38635 件 ， 同 比 增 长
14.8%；PCT 专利申请量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全省达到23572件。

“创新驱动”发展理念让广东保持了
可持续发展。据深圳市委书记许勤介
绍，2016年，在外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的形势下，深圳经济保持了有质量、有
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本地生产总值约
1.95万亿元，增长9%。石墨烯太赫兹芯
片、无人机、柔性显示等技术处于全球
领先水平，华为短码方案成为全球5G技
术标准之一。

根据会议当天公布的 《广东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7 年工作要点》，
2017年，广东将持续培育更多高新技术
企业，推动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3000 家。深入实施大型工业企业研发
机构全覆盖行动，重点推动年产值 5 亿
元以上的大型工业企业全部设立研发
机构。

聚力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也是广东接下来创新发展工作的重
点。数据显示，2016年，珠三角国家自
创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7 万亿
元，R＆D 研发经费支出超 1900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2.859％，实现
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
主要业务收入比重超50％，高新区高新
技术企业占纳入统计企业比重超50％。

根据相关部署，广东接下来将出台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
要，继续推动广州构建国家创新中心城
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推动深圳率先
建成国家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心，支持珠
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
肇庆等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据广
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介绍，为把广州打造

成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引擎，广州注重
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去年颁发了“人才
绿卡”1200张，目前在穗工作的诺贝尔
奖获得者 6 人、两院院士 77 人，“千人
计划”专家217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表示，作为率先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省份，广东正努力使创新
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接下来，广
东将牢牢扭住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
个核心定位不动摇，把握住成果转化这
一关键。同时高标准建设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形成“1+1+7”的
创新发展格局，努力将高新技术企业的
数量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并形成多支
柱的新兴产业体系。

广东高新企业总数居全国首位
将聚力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月14日上午10时，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的火宫殿总
店，一楼大厅已座无虚席。

“这得益于天心区在新春举
办的火宫殿大庙会，春联派
送、美食试吃、非遗展演、民
间杂耍、花鼓戏曲、商场酬宾
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不少
长沙市民和外地游客。庙会
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活动产
生的品牌效应还在持续。”火
宫殿小吃部行政总厨周国
强说。

火宫殿集特色餐饮、民
俗文化于一体，也是长沙天
心区著名的文化旅游项目之
一。为扩大消费市场，天心
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探索

“文化搭台，消费唱戏”的庙
会经济模式拉动民间消费，
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极，促进
区域发展。据天心区负责人
介绍，自2013年庙会经济开
展以来，位于五一商圈的百
货业、房地产、餐饮以及文化
消费等六大行业均呈现出年
均20%以上的增长。

从2013年春节开始，天
心区利用春节期间推出火宫
殿大庙会活动，打造旅游文
化品牌，推出一系列蕴含丰
富精神文化传统的中国“年
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游
客。记者了解到，火宫殿大
庙会以火宫殿为核心，辐射
贾谊故居、杜甫江阁、天心
阁、白沙古井、简牍博物馆、
湖南第一师范、坡子街、太平
街、黄兴路商业步行街、平和
堂、王府井、友阿春天百货、
海信广场等文化、旅游、商贸
单位及街区，形成了以观光、
游憩、餐饮、购物、民俗娱乐、非遗体验等元素为亮点的综
合型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了“食、住、行、游、购、娱、文、
商、养、闲、情、奇”全方位体验。今年，火宫殿成功实现智
慧改造，借助天心区全国首家微信智慧商圈、湖南省重点
电商培育项目——“智慧天心”平台推出 360 度全景地
图，实现智慧出行服务，推出智慧讲解服务，借助自媒体
和智慧天心等平台开展线上营销，有效提升了旅游品质。

以火宫殿大庙会为契机，天心区旅游供给成功实现
转型升级，促进了历史文化景观与商圈经济、生态旅游、
体育休闲、民俗娱乐、智慧旅游等业态的融合，带动了商
业繁荣。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
启动大规模古镇提升改造工程，计划利用 3 至 5 年时间，
投资近百亿元，按照 5A 级景区建设标准，打造古色古香
古韵、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镇及全域旅游目的地。元
宝岛、天子码头广场、杨柳青历史博物馆等一批项目年内
启动建设。目前，已有 12 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395 亿
元。3 年内，杨柳青旅游力争实现两日游，5 年内实现多
日游，年旅游人口达到1000万人次。

据了解，杨柳青镇提升改造的核心工程是镇中历史
文化旅游区，该区域以大院区和元宝岛开发为重点，继续
对大院区进行保护性开发，在原有基础上往西扩充 500
亩，对古老院落进行抢救、修缮、恢复。元宝岛主要打造
成历史文化产业区，今年内启动10万平方米商业设施建
设；启动建设天子码头广场，再现乾隆下江南在杨柳青泊
船的盛大场面；继续打通断头路，启动西青道、柳口路、柳
霞路的仿古装修，把杨柳青固有的、记忆中的、口头传说
的东西进一步实体化。

古色古香古韵 宜居宜业宜游

天津投百亿元再现杨柳青古镇

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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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冬奥会这一契机，

打造千亿规模冰雪产业

集群——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三五”规
划》，着力建设“一中心一枢纽五通道五网络”交通格局，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片片通
民航”，将广西建设成国际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让广大
群众出行更加快速便捷。

“十三五”期间，广西将构建“六横七纵八支线”高速
公路网络，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 13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里程达到 7000 公里左右，高速公路通县率达到 97%
以上；二级及以上高等级普通公路里程突破 17000 公
里，其中普通国省干线二级公路以上比例达到 70%。同
时，加快实施国省道干线公路提级改造，基本消除断头
路，提高普通公路服务能力和水平。

广西将以老区、贫困县、少数民族县和边境县为重
点，实施农村交通攻坚工程，提高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服
务能力，重点推进交通扶贫，均等化服务农村交通和交
通扶贫工程，实现所有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实现客
运班车村村通。此外，未来几年，广西将扩大和优化民
航网络，全区民用运输机场达到9个，旅客吞吐能力超过
3500 万人次，通用航空加快发展，基本实现全区各县区
1.5小时内享受航空服务。

提出“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片片通民航”

广西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民） 记者从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全长651公里
的太行山高速公路已于去年 6 月开工建
设，其中新建的 7 条段、451 公里全部采
用 PPP 模式建设，计划 2018 年全线建成
通车。

太行山高速公路自北向南贯穿太行
山区全境，路线全长651公里，起于北京门

头沟，南接河南林州，在河北境内依次穿越
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市，
途经19个县，辐射太行山区30个县。

太行山高速公路新建的7条段全部采
用PPP模式建设。目前，7条段立项程序均
已完成，征地清表基本完成，已开展路基、
桥涵和隧道施工，完成投资126.5亿元。今
年底完成路基、桥梁和隧道等工程，明年完

成路面、房建等工程，2018年底建成通车。
据介绍，太行山高速公路辐射太行

山区 30 个县，覆盖 1300 万人，可以改变
太行山老区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状
况，服务于老区扶贫攻坚战略。此外，太
行山高速沿线有 4A 级及以上景区 50 多
个，也是一条纵贯河北西南部山区、连接
太行山众多旅游资源的快速通道。

河北将建纵贯西南部山区的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