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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青海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实
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总抓手
的开放带动战略，推动内陆开
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2016 年 10 月 28 日，青海
省首个保税物流中心——曹家
堡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
营。项目的实施运行填补了青
藏高原地区海关保税物流监管
场所的空白，也表明青海省对
外开放水平和能力达到了新
高度。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
入，机场将有口岸免税商店、区
内建立 10 个国际商城和进口
生活馆、可以体验“澜沧江—湄
公河源头风情文化旅游”⋯⋯
这些美好的愿景将在“十三五”
期间陆续变成现实。

长期以来,受多重因素制
约,进出口贸易一直是青海经
济发展的“短板”。“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施,为青海做大进出
口贸易,开创开放型经济新格
局提供了新机遇。去年 9 月
份，一列搭载着藏毯、枸杞等青
海特色产品的货运列车从西宁
双寨物流中心出发，驶向欧洲
第三大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作为青藏高原首趟开行的中欧
班列，青海·西宁—比利时·安
特卫普班列不仅填补了青藏高
原没有中欧班列的历史空白，
而且打通了一条连接青藏高原
和欧洲大陆的物流大通道。

与此同时，新开辟了西宁
至东京、吉隆坡等国际航线，搭
建了青海与世界交往的新桥
梁，全年保障国际航班 728 架
次，同比增加 184%，出入境人
员同比增加 24%。青海省商务
厅厅长尚玉龙说：“围绕全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
积极引导省内各市州提升开放
层次，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促进资
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形成
布局合理、梯次推进、功能完善
的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根据青海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实施方案，今年将重点推动中欧班列开行常态化，把
中欧班列打造成青海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常态化

“直通车”。同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构建进入中亚、
西亚、南亚的空中通道。统筹谋划口岸发展“十三五”规
划，利用西宁、格尔木、德令哈等城市的经济、地理和区位
优势，科学选比，推进国际陆港建设，引导外资投向青海
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重点支持
具有自主品牌、核心竞争力和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开展
对外投资及国际产能合作，以马来西亚建材市场、土耳其
生物制品等项目建设为契机，带动青海省设备、技术和服
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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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宁夏航空运输更有“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许 凌 通讯员 郑 峥

100 万、300 万、600 万。短短几年，
银川河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呈几何数字增
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宁夏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打通“空中丝绸之路”的任务愈发紧
迫。《中国民用航空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提出，将银
川河东国际机场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
区域枢纽机场。同时，将新增石嘴山沙湖
机场，并提升改造中卫沙坡头机场、固原
六盘山机场。

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宁夏航空
运输谋篇布局，打造“国际范儿”。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早已明
确要把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打造成面向阿
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门户机场和我国西部
一流机场。”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规
划办公室副主任白云介绍，宁夏将紧紧围
绕“一带一路”和“开放宁夏”建设契机，全
力打造中阿门户枢纽和区域支线枢纽，推
动航空运输快速增长。

“双枢纽”搭建开放大平台

近年来，宁夏民航业围绕“空中丝绸
之路”和“内陆开放型试验区”建设，保持
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6 年，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旅客吞
吐量突破 600 万人次，国际地区旅客吞吐
量达到 16.33 万人次；在银川运营的航空
公司有 31 家，通航城市达到 63 个，航线
76 条，航线直飞比例已达 74.6%。中卫、
固原机场已通航北京、上海、西安、重庆、
乌鲁木齐、天津等重点城市，并引进了航
空公司的训练基地。2016 年，宁夏机场
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18.3%
和 11.4%。

“随着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投运，飞
行区等级提升为 4E 级，银川河东国际机
场已进入大飞机运营时代。目前，河东国
际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
次、货邮 10 万吨的保障需求，综合保障能
力上升至西北地区第 3 位，跻身全国中型
机场行列。”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规
划办公室航空处处长赵山介绍。

白云说，规划中，柠溪将以建设中阿
门户机场和西部一流机场为目标，加快推
进民航基础设施建设、组建本土及基地航
空公司，强化河东国际机场的枢纽功能。

“十三五”时期，宁夏以“双枢纽”战略
——以建设中阿门户枢纽为目标，以建设
区域支线航空枢纽为支撑——全面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支点上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宁夏将建成以银川枢纽为核心、
中卫和固原机场为支点、银川月牙湖通用
机场为补充的现代化运输机场体系。”白
云介绍，到 2020 年宁夏将形成运输机场

“一干三支”的总体格局，机场运力投入充
足、航线网络覆盖全面、中阿通道往来畅
通，客货运输年均增速超过 10%，旅客吞
吐量达 1000 万人次左右，货邮吞吐量达
4.6 万吨。机场通航城市达到 98 个，其中
国内 80 个，国际地区 18 个。银川机场
800 公 里 范 围 内 支 线 机 场 通 达 率 达 到
60%，中转旅客比例提升至 5%，往来全国
省会城市直飞比例达 90%，新引进基地航
空公司数量不少于 2 家，驻场运力达到
20架。

构建陆空衔接新优势

打造“国际范儿”必须具备一定能力
的陆空衔接优势。赵山告诉记者，银川河
东国际机场 T2航站楼国际厅改造工程已
开工。T2 航站楼国际厅改造工程位于
T2 航站楼北侧，改造面积约 1.54 万平方
米，工程将于今年 8 月底前建成投运，为
中阿博览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保障。

“构建以枢纽机场为核心节点的综合
交通枢纽，宁夏 2016 年底启动了银川国

际航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 70006 平方米，计划 2018 年 8
月底完成一期工程。”白云介绍说，银川国
际航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将建设地下
社会停车场、出租出蓄车场、巴士蓄车场、
地下换乘中心、地下换乘通道、地面社会
停车场、景观广场等，工程总投资概算约
10.95 亿元。“机场交通将接入银西铁路，
并尽可能接入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等，建成后形成集航空、高铁、公交交通、
轨道交通、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
体的现代化、立体化综合枢纽，可实现大
量客流在机场高效换乘、无缝衔接，对提
升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打造国际和区域
性枢纽机场、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意义重
大。”

据悉，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为深入推进
区域枢纽机场建设，提升服务品质，近日
推出了“四免一优”服务产品，即免费头等
舱休息服务、免费餐食服务、免费住宿服
务、免费接送、购物旅游优惠。服务对象
是由银川 800 公里以内的干支线机场经
银川机场中转至国内外其他城市的航空
旅客，由国内外其他城市乘坐航班经银川
机场至银川 800 公里以内干支线机场的
航空旅游。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湖南永州种出脱贫“产业果”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肖明剑

“永州之野产异蛇”，柳宗元创作的《捕蛇者说》让湖
南永州成名。如今永州产的“瑶山雪梨”“美人西瓜”等瓜
果更让当地百姓富裕起来。

永州市是湖南的一个传统农业大市，农业人口近
450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73%。记者走进永州之野，扑
面而来的是一阵又一阵沁人心脾的脐橙花香，当地群众
已经把小水果做成了大产业。

几年前，下蒋村被列为江华瑶族自治县新农村建设
重点示范村和湖南省扶贫开发重点村，湖南省国税局成
立建整扶贫工作组进驻该村后，把产业扶贫摆在首要位
置，扶持该村新建 1000 亩“瑶山雪梨”水果基地。仅一
年多时间里，村民人均纯收入就实现了成倍增长。后来，
永州市国税局接过湖南省国税局的扶贫“接力棒”，在省
国税局进驻的下蒋、水晶深、兰下三个村里，采取领导轮
值挂点制度，持续做好后续资金投入和瓜果产业支持，通
过“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方式帮扶农民。如今的下
蒋村，已拥有果园基地 2000 亩，人均年收入近 9000 元，
实现了脱贫致富，并先后被评为“省级生态文明村”“永州
市科学发展示范魅力村”“江华县小康示范村”称号。

让瑶山瓜果真正成为群众脱贫的“产业果”，当地的
企业家以大带小引领农户搭上了产业化“快车”。湖南熙
可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在永州市拥有 5 个农业生产基地，
年消化当地水果 2.3 万吨，产值 1.2 亿元，90%的产品销
往欧美国家和地区，居全国罐头行业前 5 名，柑橘罐头行
业第一名。

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地服务果农，加快瓜果产
业的发展。永州市国税局持续加大为企业减负力度，进
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让企业成为
广大瓜果业农户脱贫致富的火车头。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阳国秀介绍，去年公司出口退税时间由 1 个月缩
短为 2 个至 3 个工作日，相当于一年给公司增加 2000 多
万元的流动资金；去年 5 月份全面推行“营改增”后，公司
每年直接减少税费 70 多万元，降低了 1.52%的税负，企
业把减少的税费一部分用于技术改造，另一部分用于对
种植业农户的技术培训。去年以来，公司共组织培训 17
次，受惠农户 5300 户。同时，联合零散农户 810 户组建
了 8 个定点直供种植园，让更多的种植养殖业农户加入
到农产品加工产业化链条。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春季时
节，烟雨江南是非去不可的旅游之地。
其中，在高铁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
上海又是江南旅游中的皇冠和明珠。以
上海为中心的“1 至 X 小时”高铁都市
圈让上海旅游驶上快车道，有力助推了
区域旅游业快速发展。

“同城效应”为旅游扩容

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
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成为上海
旅游文化的特色。2016 年，上海有 A 级
旅游景区（点）97 个、红色旅游基地 34
个、旅行社 1518 家。上海以众多优质旅
游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特别明显的是，随着长三角地区高
铁布局成网，乘高铁进出上海的旅客更
多，也更便捷；上海的高铁旅游份额更
重、优势愈加明显。从上海出发，1 小
时内可到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海
宁、杭州等地，2 小时可到镇江、南
京、金华、宁波、湖州等地，3 小时可
到合肥、蚌埠、衢州、徐州、马鞍山、
芜湖等地，4 小时可到温州、鹰潭、南
昌、铜陵、池州、安庆、六安等地，5
小时可到武汉、济南、郑州、福州等
地，7 小时可到广州、厦门、西安、长
沙、青岛、石家庄等地，9 小时可到贵
阳、太原等地，12 小时可到昆明、哈尔
滨等地。织线成网的高铁，让上海与更
多的城市牵手成为时空距离上的“同
城”。

据悉，2016 年经由上海、上海虹
桥、上海南三大火车站到达旅客近 1 亿
人次，相当于 2011年到达量的 2倍，其
中 超 过 6000 万 名 旅 客 乘 高 铁 进 入 上
海，这一数字是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两倍
之多。2017 年“4·16”铁路新图中，
三大火车站日常开行图定旅客列车 461
对，其中高铁动车组列车 331 对。上海

与全国主要城市间分别形成了“1 至 X
小时”高铁旅游都市圈，上海旅游市场
借助高铁不断得以扩容。

公交化开行提高出行频次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使上海开行的
高铁对数、旅客发送量等不断刷新。高
铁“公交化”在上海虹桥站体现更为明
显。2011 年，上海虹桥站日均客发量
6.88 万左右，开行高铁 194.5 对。如今
的上海虹桥站，日均客发近 15.37 万人
次，开行高铁达 255 对，分别较 2011
年增长约 123%、31%，日均客发量和
开行高铁对数不断增长；2016 年单日
客发超过了 28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每日运营时间内，平均 1.4 分钟就会有
一趟列车驶离或到达上海虹桥站，列车
开行方向覆盖了东北、华北、西北、华
南等全国大部分省区市。

被誉为“浙江绿谷”的丽水以“九
山半水半分田”著称，但受限于重峦叠
嶂、山水所隔，以前上海游客只能选择
普速列车或汽车往来，费时费力、交通
不便。2015 年 12 月 26 日金温铁路开通
运营后，上海游客乘高铁只要花费两个
半小时，就可以走进童话世界的唯美梯
田、山水相映的画中小镇。上海途经丽
水的高铁由最初的 6 趟增加到现在的 11

趟，2016 年上海经由高铁去丽水的人
数已达 18.6万人。

高速度、大密度、公交化开行的高
铁，使人们往返上海的“走动”更加频
繁。年方 22 岁的小周在上海刚参加工
作一年，喜爱旅游的他，经常在周末乘
高铁从上海到另一个城市“逛城”。最

近他计划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开始他的
第 6 次出游——乘高铁去宁波游玩，高
铁让小周说走就走的旅游梦想轻松实
现。“去哪里都像‘坐公交’一样，真
是太方便了。”小周不无惬意地说。

高铁改变旅游发展格局

旅游业的兴起与交通的发展密切相
关。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上海旅游发
展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旅游走进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

沪昆高铁全线贯通运营、郑徐高铁
开通，把远在西南的云贵、中西部的豫
陕等中远程旅游市场演变为近中程旅游
市场，优化了上海旅游客源结构。同
时，高铁使旅游市场半径逐渐扩大，进
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和潜力。

地处关中平原的西安与现代化都市
上海，相距 1500 余公里。“郑徐高铁开
通后，上海和西安两个中华文明发展的
节点被迅速连接起来，成就了秦俑和米
老鼠牵手的佳话，西安到上海最快只要
5 小时 57 分，乘高铁当日到达上海旅游
不再是梦想。高铁助推了全域旅游、全
民旅游的快速发展。”在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旅游的西安王先生掩饰不住自己兴
奋的心情。

在全民旅游的新阶段，旅游业已成
为吸引各类资源要素的巨大磁场。全国
有“需”——拥有庞大的旅游消费人
群，上海能“供”——城市经济文化旅
游资源有优势。四通八达的高铁网打通
了上海与全国主要城市的旅游供需之
间的屏障，势必让景区、旅行社、游客
等多方得利。

上海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
上海旅游发展的目标定位为“更加开
放 、 更 具 国 际 化 的 世 界 著 名 旅 游 城
市”，努力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旅游枢纽城市、长江黄金旅游带龙头城
市和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

借得东风好扬帆。高铁必将扮演着
更加重要的角色，引领促进区域旅游一
体化发展。

公交化开行方便民众旅游出行——

“高铁都市圈”铺绘上海旅游新格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晓青、陈爱

平）包含迪士尼、奕欧来等国际级旅游休
闲项目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日前发布
最新统计：该度假区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
开放以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约 1700
万人次，日均接待 4 万多人次，单日最高
超过 11万人次。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约
24.7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约 7 平方公
里。开放第一年累计吸引 1700 万人次，
意味着该区域已成为长三角地区休闲经
济的新引擎之一。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上海国际旅
游 度 假 区 管 委 会 党 组 书 记 李 贵 荣 介

绍，目前度假区管委会已担任“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旅游专业委员会”牵头
承办单位，负责联合相关研究机构、行
业协会和旅游企业，积极筹划与长三角
主要旅游城市的联动工作，在客源共
享、产品互动和服务提升等方面开展
合作。

李贵荣还介绍，今后度假区将进一
步用好周边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释放的
空间资源，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度
假区将结合各项规划，整体考虑对长三
角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明确联动
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各功能区域深度融
合、互补共赢、协同发展格局。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成“长三角”休闲经济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