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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海丝”融合发展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近年

来，泉州与“海丝”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

活跃，中东、东盟等地已成为泉州的重要贸易伙

伴。作为闽派服装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石狮制造已

经出口到世界 163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海丝”

的重要出发城市。

第三届中国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

览会 （简称品博会） 展区设在石狮服装城展览艺术

中心。展会将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之间的商业互动，促进经贸交流合作。展示区设

有六个馆，分别是“海丝、茶叶、瓷器、香道、泛

家居、智能制造”等，集中展示新时期泉州与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成就。

第三届中国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

览会期间，将启动“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基金”相关

工作，助力合适的欧美创新企业投资，促进石狮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双创产业对接平台。

转型升级两岸携手

石狮是我国著名的纺织服装产业的集散地和发

源地。从 1992 年起，石狮就连续举办了十几场以

服装为主的商品博览会，并于 1998 年升级为海峡

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至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

览会 （简称海博会） 已成功举办 20届。

今年的海博会以“新丝路、新合作、新融合”

为主题，承续“两岸、规模、专业、休闲、时尚”

思路，将充分发挥展会的平台作用和历史积淀，推

动福建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和泉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和战略支点城市”建

设，提升石狮市、泉州市乃至福建省的对外影响力

和辐射力，实现融合发展共赢目标。

本届海博会展会设一个主展区、三个分展区，

主展区设在石狮国际轻纺城，同时设立石狮服装

城、石狮纺织机械市场、海西 （石狮） 电子商务园

区共三个分展区。主展区面积达到 11 万平方米，

总交易面积将超过 50 万平方米。展品覆盖了纺

织、服装、面料、辅料、纺织机械等，参展内容包

括台湾馆、国家面料馆精品展区、中国纺织新技术

及应用展区、产学研及设计师作品展区、产业集群

展区等。

本届海博会将有来自浙江、广东、江苏、新

疆、福建等内地省份的展商，还有来自我国台湾的

企业 20多家。

时尚发布转化成果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石狮国际时装周将于

4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服装城艺术展览中心、石狮世

茂摩天城等地举办。本届时装周将突出设计产品转

换交易特点，打造“交易型”“实用型”时装周，

助推石狮成为服装“设计·产品·市场”转化基

地。

今年的时装周期间将会有至少 1 位国际著名设

计师 （或品牌） 到场发布，有至少 3 名金顶设计师

或中国十佳设计师。此外，至少有 30 名国内及本

地设计师将带着他们的最新作品，来到石狮参加展

示和交易。

此外，今年海丝海博会的配套活动

也精彩纷呈。共有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

仪式，第八届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家活动

日暨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对接会，海丝

海博会开馆仪式，第五届石狮电商大

会等 11个项目。

20 年的坚守，经过从单纯的品牌

展示，到突出市场转化和参展成效的

“根本转变”，从过去的注重交易额，

到注重商业模式创新和时尚生活方

式的“转型升级”，从单一的海博

会，到品博会与海博会的“双剑

合璧”，石狮这个曾经的中国东

南小渔港，已经蜕变为富有

创 新 活 力 、 时 尚 宜 居 、

“海”味十足的国际知名

城市。海丝海博会也

必将成为石狮、泉

州乃至福建，建

设 “21 世 纪 海

上丝绸之路先

行区和战略支

点 城 市 ” 及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

心区”的重

要 抓 手 和

战略平台。

品博海博齐发力品博海博齐发力 时尚石狮耀全球时尚石狮耀全球

·广告

时装走秀引领潮流时装走秀引领潮流

时装走秀引领创意时尚时装走秀引领创意时尚

在在20162016石狮国际时石狮国际时

装周获奖的优秀设计师装周获奖的优秀设计师

20162016 年展会人潮年展会人潮

如织如织，，海内外客商云集海内外客商云集
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中国国际商

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和由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以及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办的第二
十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将于2017年4月18日至20日在中国休
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举办；4月24日至27日，将举办石狮国际时装周
活动。

今年海丝海博会将呈现四个“突出”：一是突出创新、创意、创造、创

业，打造“时尚石狮、宜居宜业”新形象，加强石狮作为国家模范产业集
群、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的推介推广；二是突出国际合作，将从海峡两岸
产业合作扩大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三是突出展览实效，搭
起产业及市场对接的“桥梁”，为企业多接订单，对接产业新技术，提升
整体实效，做好专业市场招商与运营，推动石狮国际轻纺城服装城招商
推广；四是突出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互联网与产业对接，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微商等电商模式创新，推动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市场的融合拓展。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随着位于仁和镇的大
龙限价房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包括城建兴顺保障房、友
谊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城市学院顺义分校二期项目、区
黑臭水体治理工程等项目在内，总投资 300 亿元的
100项北京顺义重大项目一季度全部实现开复工。

为切实发挥好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2017 年伊始，顺义区在区政府重点工程、重大产业项
目、保障性住房及棚户区改造等项目上下功夫，破解了
一系列土地、资金等投资落地瓶颈，确保 100项重大项
目开复工。

北京市顺义区发改委主任于长雷介绍，这 100 项
重大项目中，优化生态环境项目 13 项，完善民生保障
项目 31 项，保障城市运行项目 26 项，助推产业转型项
目 30 项。项目总投资约 300 亿元，计划年内可贡献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0亿元，对支撑经济增长、保障稳
中有进起到关键作用。

投资支撑经济增长

北京顺义百项重大工程开复工

湖北荆门市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实体
经济发展成绩单：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8.9%，居湖北省首位。其中，实体
经济投资占比为 65.9%；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28.6%；实有企业类市场主体总量增
长率 22.3%，居全省第一。

曾为荆楚门户的荆门，如今是全省唯
一不通高铁和动车的地级市。没有交通
区位优势，没有产业比较优势，没有物流
成本优势，却在实体经济发展上“领跑”全
省。荆门市委书记别必雄说，秘诀就在于
围绕振兴实体经济，做到了“三个坚持”：
即坚持多措并举，优化发展环境；坚持靶
向施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坚持改革创
新，打通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最
后一公里”。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日前，荆门出台了“促进招商引资推
动创新发展 10 项政策、49 条措施”，推动
各种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这是该
市继“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 30 条”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30 条”之后推出
的又一新政策。

“这 10 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清单
直观，可操作性强，消除了过去政策分散，
相互交叉的弊病。”福耀玻璃湖北公司总
经理廖启闽说。福耀扎根荆门 10 年，完
成总投资 12 亿元。受政策鼓舞，公司将
再建设 6条生产线，实现产能翻番。

一手抓政策激励，一手帮企业减负。
去年，荆门停止 17 项涉企行政事业性、经
营服务性收费；全面清理和规范贷款环节
收费，降低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社保缴费
比例；实行制造业中介费用全部由政府购
买服务。全年帮助实体企业降低成本近
20亿元。

给政策、抓落实、降成本，推进“放、
管、服”改革，营造高效政务环境。荆门组
建行政审批局，划转 26 个部门 108 项审
批事权，归并六大类集中审批，全市清理

取消申报资料 137 个，减少审批环节 39
个，平均承诺时限由 7.7 天减少到 5.4 天，
再提速 29.6%。

机制创新抓实项目落地。市县两级
建立招商引资信息研判和项目评估机制，
严把产业政策关、安评关、环评关，有的放
矢，减少失误；建立预红线制度，项目可以
边谈边在预定红线内做规划设计，大大缩
短了企业的建设周期；建立项目三级包联
制度，一个重大项目由一名市级领导包
联，一个专班服务，一个秘书驻点，帮企业
全程代办相关事务。

整合资源，做强公共服务平台，集聚
企业发展要素，打造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公共检验检测平台和中介机构管理平台
三个平台。

靶向施策助推产业升级

发展不够、发展不优是荆门实体经济
的“短板”。如何补齐？荆门市市长张依
涛说：“要以项目为支撑和抓手，实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循
环发展引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这‘四个
行动’计划，让实体经济更有竞争力。”

为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百企技
改”和“机器换人”行动计划出台，荆门市
每年完成技改项目 100 个以上，推动化
工、农产品加工、建材等重点领域向中高
端突破。

荆门石化千万吨级油品质量升级改
造，催生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提速，一个双
千亿元规模的精细化工产业链即将成形。

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也向全产业链
和全价值链延伸。擦亮“中国农谷”金字
招牌，引入汇源果汁、南方黑芝麻等全国
农产品加工知名品牌，打造中国农谷生态
食品产业园、彭墩长寿食品产业园、15 万

吨果蔬深加工基地。
2016 年，全市推动 320 家企业完成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2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7%。大力引进行业领军企业对同行
业 21 家“僵尸企业”和困难企业实行兼并
重组，既淘汰了落后产能，又培育了新的
增长点。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兴未艾。

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初具雏形。中航
工业与荆门市合力打造的国内首个爱飞
客航空小镇，集飞行器制造、通航运营、飞
行培训于一体，已有 11 家通用航空企业
落户。

全国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基地呼之
欲出。在荆门高新区，随着长丰猎豹汽车
入驻，到 2018 年，将释放 15 万辆整车产
能；以新能源汽车为龙头，金泉新材料与
格林美公司合作，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储
能动力电池循环产业基地。

循环经济产业园效益显现。正在建
设石化、磷化、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四个循环经济产业园，荆门
成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依托 25 个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全市有 12 家企业成为全球细分领域
技术领跑者、28 家企业成为全国细分领
域“单打冠军”。

聚焦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智能制
造等产业。2016 年，荆门先后引进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产业龙头企业 79 家，带动
90 家核心配套企业和 300 多家关联企业
落户，已建成 20 个特色产业集聚区。“一
个产业发展规划、一家产业投资公司、一
只专业化招商队伍、一个公共服务平台、
一只产业发展基金”的推进机制也迅速
建立。

改革创新引来金融活水

“一期、二期刚刚建成投产，三期、四
期已开工建设，投资额 5.8 亿元。”3 月 13
日，荆门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梁荣斌说，得益于荆门的重资产合作
模式，仅从广东总部派过来两个人，8 个
月就完成了 3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建设，

“感觉非常轻松。”
企业投资离不开厂房、设备等重资

产，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重资产投入过
多，容易造成短贷长投、资金链紧张。为
此，荆门采取政府投资重资产、企业投资
轻资产的“拎包入住”模式，破解现实难
题。对投资额 5 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荆
门先为企业提供量身打造的标准厂房、生
产设备等，再通过收取租金或逐年回购的
方式收回成本。

荆门市副市长胡小国说，重资产模式
改变了招商引资“捡到篮子都是菜”、产业
扶持“撒胡椒面”的做法，聚焦特色主导产
业，快速搭建起了产业集聚发展平台。
2016 年，全市实施重资产项目 62 个，获
批银行贷款 180.6 亿元，建设厂房及公共
服务平台 305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入驻
企业 184家。

创新重资产建设模式只是荆门坚持
改革创新，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缩影。荆门还创新
财政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整合
各类财政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 180 亿元
的特色产业基金，变资金为基金。同时，
创新直接融资模式，与厦门弘信创业工场
等合作，建立“特色产业链+产业互联网+
基金”直接投资模式，为企业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融资服务，推动产业链垂直整合。

政银企合作机制也不断深化。设立
企业过桥还贷资金池、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池、中小企业担保资金池，为实体企业提
供融资担保服务，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
经济的信心。

一系列发展实体经济的组合拳提振
企业家和银行的信心，激发出实体企业发
展的内生动力。2016 年，全市实施亿元
以上的制造业项目 471 个，完成投资额
692.9亿元，同比增长 30.2%。

湖北荆门：“三个坚持”振兴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欧小平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
治州集中开工 700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 1870 亿元、计
划年内完成 740 亿元。据介绍，这些建设项目将成为
当地调结构、补短板的重要支撑。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昌吉州努力在农业提质增效、
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加快发展上下功夫。昌吉回族
自治州党委组建了一二三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
会事业发展、深化改革、产业援疆等 11 个工作推进组，
分类施策、分头推进各项任务。此次集中开工的 700
个项目，涵盖农业特色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商贸综合
体、环境综合整治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对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

头屯河沿岸综合整治景观工程是昌吉市“一城两
园三河一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方、中国
铁建十一局集团昌吉分公司总经理鲍大顺告诉记者，
计划今年 12月底前完成工程任务。

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

新疆昌吉布局700个项目补短板

没有交通区位优势，没有产业比较优势，没有物流成本优势，

湖北荆门市却在实体经济发展上“领跑”全省。去年，全市实施亿

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471 个，完成投资额 692.9 亿元，同比增长

30.2%。260个亿元以上项目建成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