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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之要冲、粤闽之咽喉”，江西
赣州是中国古代全国 36 大城市和 44 大
经济中心之一。国家实施新一轮扶贫开
发、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赋予这片土地崭新的机遇。加快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和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区
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千年古城在时
代坐标中明晰了自己新的定位。

去年底，国家出台 《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要做大做
强赣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作为江西的
南大门，拥有江西五分之一人口、四分
之一国土面积的赣州，正以长远的眼
光、宽广的胸襟，挺起赣粤闽湘四省通
衢的脊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交通先行，提高对接力

交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不
沿海、不沿边的赣州深知，走出大山，
实现对接、融入，交通要先行。

在真金白银投入下，赣州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频频发力，以铁路、高速公
路、航空线和城市快速路为主体的立体
交通网络加速形成，里程不断增加、标
准不断提高、线路不断丰富。

2015 年 底 ， 随 着 赣 瑞 龙 铁 路 通
车，赣州正式跨入动车时代，到厦门仅
需 3.5 小时。同时，在建的昌吉赣客专
和不久前开工的赣深客专，构成江西又
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铁大动脉，赣州至南
昌、深圳将缩短至 2小时。

2016 年，赣州黄金机场旅客吞吐
量突破 100 万人次，这是赣粤闽湘四省
交界地区最大的民用机场，航班通达国
内 50多个城市。

今年春节，许多赣州人有了不一样
的回家路——1 月 4 日，兴赣(兴国至赣
州)高速和宁定(宁都至定南)高速正式通
车，春运期间拥堵现象得到有效缓解。
告别山路十八弯，如今赣州实现县县通
高速。

“外通”还要“内活”。2 月 16 日，
赣州中心城区“四横六纵一环”快速路
网项目开工，总长约 254 公里的快速路
网犹如一根金丝线，建成后可将全市五
区串珠成链，搭起赣州现代化城市建设
的骨架。

顺畅高效的交通，正在改变赣州的
城市发展格局。赣州打造区域性综合交

通枢纽的目标愈加接近，成为承接海西
经济区、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第一腹地和
休闲旅游目的地。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犹如春水奔涌而来。

目前，赣州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大
交通。到 2020 年，赣州铁路建设里程
将达到 1300 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突破 1600 公里，实现市域范围 2
小时、外联周边中心城市 4 小时交通
圈，形成至周边重要经济区中心城市

“2 小时高铁圈”，构筑对接全国性中心
城市“2小时航空圈”。

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

产业是城市崛起的支撑。特色产业
有竞争力，才能作为“发动机”带动区
域发展全局。

2016 年，赣州收获了一份不俗的
“成绩单”：GDP 增长 9.5%，增幅跃居
江西省首位，高于全国 2.8 个百分点。
其背后是持续推进的产业改造升级，对
优化赣州产业布局、实现地方经济量质
并举有重要意义。

过去，赣州虽有“世界钨都”“稀
土王国”之称，但多以卖原矿或粗加工
产品为主。资源的无序开采和贱卖流
失，让赣州“守着金元宝受穷”。

痛定思痛。着眼于抢占产业制高

点，赣州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
牵头组建中国南方稀土集团，建立钨、
稀土资源管理的长效机制；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推动稀土、钨产业朝精深
加工发展，形成集地质勘探、矿山采
选、冶炼分离、深加工及应用、产品检
测、研发设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如今，赣州稀土钨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突破千亿元，稀土发光材料、磁性材
料、钨硬质合金等新材料生产能力分别
占到全国的 30%、20%和 10%左右。赣
州成为国家钨和稀土新材料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

基础雄厚的传统矿产产业再攀高
峰，新能源汽车及配套、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大举突进。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是全球生
产能量密度最高的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系
统公司之一；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在
全国多个城市设立研究基地，自主研发
的喜炎平注射液成功治愈国内首例输入
性寨卡病毒；全南三扬科技与苹果、摩
托罗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生产的动铁
耳机市场份额长期位列全球前三位。

凭借良好的产业发展空间和区位、
资源优势，赣州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动力十足，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
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协作配套、互利共
赢，赣州的发展后劲更加强劲。

“ 公 司 总 部 将 迁 到 于 都 并 挂 牌 上
市，成为该县首个总部经济区。”赢家
时装 （赣州） 有限公司行政主管肖智勇
说。围绕打造国家级服装产业示范集群
地，于都引进赢家服饰、鼎晟服饰、东
来服饰等知名服装企业，这些企业在技
术、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优势明
显，不仅带动了本地中小微服装企业的
成长，还大大提升了于都服装服饰产业
的区域品牌影响力。

扩大开放，提高辐射力

2016 年 11 月，赣州港至深圳盐田
港铁海联运外贸专列开通，标志着江西
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出海港口的口
岸物流通道全面打通。作为第八个获批
的国家临时对外开放口岸，赣州港开辟
了内陆地区口岸直通的先河，使赣州能
够享受国外低成本优势资源，将家具、
脐橙等赣州优势产业发展的触角延伸到
全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中，靠单打
独斗无法提升城市实力，必须在更大范
围内寻求资源和市场的有效配置。赣州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
国家战略，全面对接长珠闽等沿海发达
地区，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开放合作格局，打造内陆开放型经
济新高地。

龙南、瑞金经开区及赣州高新区升
格为国家级园区，赣州综合保税区、进
境木材国检监管区建成运行，赣州成为
江西乃至全国拥有国家级平台最多的设
区市之一，加上土地、电力、人力资源
等齐备的生产要素，赣州的发展环境让
四海客商心向往之，吸引恒大集团、华
润集团、中航工业、沃尔玛等一批世界
500 强、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抢滩登
陆。

为了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
力，赣州强化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建成
赣粤闽湘四省边际区域性金融、物流、
电商、文化旅游中心。

全国各类金融机构扎堆落户，赣州
跻身周边 4 省 9 市金融机构聚集度领
先、门类最齐全的城市。

全市农村物流站点覆盖率 45%，拥
有国家标准 A 级物流企业 37 家，总量
及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总投资 73.5 亿元的三个文化旅游项
目集中启动，1671 个乡村旅游亮点，
2016 年全市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旅
游总收入分别增长 40.4%、49.0%。

2016 年 12 月 28 日，赣县正式撤县
设区，至此，赣州中心城区构建了章贡
区、赣州经开区、南康区、赣县区、蓉
江新区五大功能区，中心城区建成区面
积达 158 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 160 万
人。数据表明，赣州的体量已经形成辐
射赣粤闽湘四省边际约 10 万平方公里
的强大气场。

赣州，正成为中部地区一颗冉冉升
起的耀眼明珠。

提高对接力、竞争力、辐射力——

江西赣州“三力”齐发谋升级
本报记者 刘 兴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2 月 24
日，在上海浦东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恒大
旅游集团、上海长甲集团、上海国动通信
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等 230
多家企业和行业代表参加了江苏启东对
接服务上海投资环境说明会，42 个项目
签约，361.2亿元资金将投向启东。

启东与上海隔江相望，随着崇启大
桥的全面通车，启东加快融入上海“1
小时经济圈”。2016 年，“靠江，靠海，
靠上海”的启东全市 25%的工业产品配
套上海，45%的农产品供应上海，70%
的游客来自上海，80%以上的投资直接
或受上海影响进入启东，全年引进上海

产业项目 93个，总投资达 196.5亿元。
启东市委书记徐锋说，今年春节过

后上班第一天，我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
启东市对接服务上海工作协调委员会正
式挂牌运作，这就是启东的“上海之
家”，来自上海的投资商、协会和部门在
启东有什么问题要协调，都可以去那
儿，我们有专门人员全方位、高效率、
优质化做好各项对接服务工作。

“我们确定了 2017 年接轨上海服务
上海的小目标‘1234’。”徐锋说的小目
标已列入启东最近研究出台的 《跨江融
合对接上海工作实施方案》，今年要新签
约亿元以上来自上海的产业项目 100

个，在上海举办各类招商对接活动 200
场次，引进上海产业协作项目资金 300
亿元，接待上海游客 400万人次。

据悉，今年启东将重点抓好两大关
键和突破点。一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先，
充分发挥启东独特的资源、区位交通优
势，主动承接上海产业、科技、创新、
人才、金融、资本等各类资源辐射，有
效吸引和集聚上海创新资源、智力资
源。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华东产业
研究院等十大创新功能平台打造为重
点，努力建成沪苏区域协同创新创业的
试验区、上海科技孵化成果转化的加速
区和上海创新创业资源外溢的最佳承

载区。
二是坚持产业合作为要，加快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抢抓上海优质产业溢出
的时间窗口，加快建设江海产业园、上
海自贸区启东产业园、上海自贸区启东
生物科技创新协作园、浦东祝桥启东产
业园、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启东产业园等
沪启合作共建园区，积极引进上海高新
技术和产业信息化发展成果，优先承接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加
速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的新高地。加快
建设休闲旅游城市，深入推进沪启旅游
一体化发展，积极承接上海迪士尼辐射
带动效应，打造“迪士尼下一站”。

江苏启东加快融入上海“1小时经济圈”
今年将新签约亿元以上来自上海的产业项目100个

据新华社 （记者秦宏）江西省发展
升级引导基金日前正式成立。未来，这
个基金将形成总规模达 3000 亿元左右
的基金集群，服务于江西经济的升级发
展。

据了解，江西省发展升级引导基金
将采用母子基金“1＋N”模式，统筹江西
省财投集团出资 200 亿元作为劣后级资

金，按照 1 比 4 杠杆比例向省内外社会资
本募集资金 800 亿元，形成 1000 亿元规
模的母基金。同时，以母基金发起设立
投向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子
基金，或参股已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以
二次杠杆形成总规模达到 3000 亿元的
基金集群，并通过项目的实施，撬动更多
社会资金投入江西的发展升级建设。

江西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江
西省财投基金公司将负责运营管理相关
发展升级引导基金。未来在基金投向
上，将主要支持创新创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现代服
务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子基金优先投资于注册或生产基
地在江西的企业。

千亿级发展升级引导基金促江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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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作格局——

一年一度的京津冀中华
大庙会春节期间在河北香河
中信国安举办，这场融科技
感、民族味、国际化于一体的
庙 会 给 游 客 留 下 了 深 刻
印象。

这场庙会只是廊坊旅游
产业快速崛起的一个缩影。
据廊坊市旅游委主任邹冠通
介绍，廊坊通过近些年的供
给侧改革，旅游产业出现了
无中生有、有中生新、新中生
强的局面，接待旅游人数和
旅游总收入在“十二五”期间
年均增长双双超过了 20%，
而在 2016 年更是创下了分
别增长 33.01%和 41.55%的
好成绩。

廊坊是京津走廊上的一
个地级城市，这里地上无山
水，地下无矿产，不具备资源
优势。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推进，廊坊市委、市政府
找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
位，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廊
坊市以“京津乐道、绿色廊
坊”为中心，倾力打造城郊乡
村旅游的新样板。

廊坊市紧紧围绕“京津
冀休闲目的地”的定位，规划
和推出了“影视文创、乡村休
闲、温泉养生、骑行竞技”四大
品牌以及“第什里风筝小镇、
大城红木文化小镇、国华影视
小镇、威武屯骑行小镇、别古
庄核雕小镇、庄络亲子农场小
镇”六个新兴旅游目的地,形
成了“一个口号、一个定位、四
大品牌、六个小镇”的“1146”
廊坊旅游品牌体系。

以全域旅游为方向，廊
坊市立足乡村资源，开发建
设了一批精品乡村休闲和文
化旅游景区景点。截至目
前 ，全 市 建 设 旅 游 项 目 79
个，总投资 923.02 亿元。全
市 A 级景区增至 33 家，4A
级景区达到 6 家。目前已成
功举办了八届国际热气球
节、承办中国国际自驾车旅行大会、开展十大旅游商品评
选、“廊坊好味道”美食名吃评选、廊坊旅游主题歌曲征集
评选等一系列活动，打出廊坊旅游品牌。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的
复杂背景下，旅游业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
长的亮点产业。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认识、谋划和推动旅游业发展，把旅游作为支柱性
产业来打造，并始终保持一个健康发展的势头。”廊坊市
委书记冯韶慧对记者说。

立足乡村资源

发展旅游产业

河北廊坊打造

﹃
京津冀休闲目的地

﹄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孙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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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
大数据发展战略，将海南打造成大数据产业发展高地
和应用示范标杆，海南陵水将建设大数据创新谷，承
载南海丝路大数据中心及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大
数据学院等项目，推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大数据
分析中心海南分中心建设，推进国家级行业大数据资
源落地。

目前，海南已先后吸引腾讯云、阿里云等知名大
数据企业入驻。2016 年，海南省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互
联网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22 亿元，同比增长 33.6%；互
联网企业纳税总额超过 15亿元，增速超过 30%。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表示，为打造大数据产
业链和创新链，国家信息中心将与相关部门、研究机
构和企业加强合作，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规划建设
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加快形成数据和产业
集聚体系。

海 南 陵 水 将 建 大 数 据 创 新 谷
构筑大数据产业链和创新链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董建泽报道：山东庆云
举办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
工奠基仪式日前举行，北京英惠尔水产营养素、北京光电
设备生产等 16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达 27 亿
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京津
冀工业园等 22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 72.59亿元。

庆云县作为山东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近
年来强力对接融入，一手抓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一手抓
培大培强、优化环境，实施“创新引领、绿色发展”战略，培
植壮大以智能装备制造、商贸文化旅游、节能环保、健康
颐养、特色基础产业和现代农业等六大产业为主体的现
代产业体系，助推企业向价值链、产业链中高端发展。据
悉，建设中的京津冀工业园全部由庆云和北京通州区两
地政府主导，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山东庆云与北京通州加快合作
1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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