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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从东、

南、西、北、中五个维度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坚持

完善城市体系和提升城市

功能互促共进，重塑城市

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全

面增强了城市承载能力，

构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体

系——

今年一季度，沈阳铁路局服务辖区内铁路运输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势迅猛。数据显示，一季度该局旅
客发送量增长 2.7%，旅客周转量增长 5.7%，货物发送
量增长 19.7%，货物周转量增长 34.3%，平均运距增长
22.2%，运输总收入增长 24.7%。良好的发展态势来自
于坚持外闯市场、内挖潜力。

随着粮食运输需求的增长，沈阳铁路局充分发挥
新肇、白城内陆港和喇嘛甸粮库等粮食物流基地作
用，构建“北粮”南运的“下海”和“入关”两大通
道。在“下海”通道上，组织 35 吨敞顶箱“粮龙专
列”和“散粮专列”，在粮食产区和锦州港、盘锦港、
绥中港等港口间循环使用。在“入关”通道上，大力
组织开行粮食始发直达、阶梯直达列车，让粮食源源
不断运往南方。今年一季度，沈铁局日均装运粮食
1392车，同比增加 1190车，增幅 590%。

面对猛增的运量，沈阳铁路局搭建“大数据”平
台，准确对接市场，及时掌握市场趋势和变化。今年
春运期间，该局依托大数据，及时分析掌握管内客流
规律和市场需求，优化调整客车开行结构，开行图定
旅客列车 321 对，其中动车组列车 172 对，占到 54%。
最大限度地扩充运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他们研发的“吸引区物流市场动态监测平台”，每
天可对区内公路运距 100 公里以上、日运量 50 吨以上
的 3500 家企业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的动态监测，掌握
公路运量、方向、品类等基本情况，以及企业的运输
需求，及时与有关企业洽谈沟通，确定了 43 项营销增
量项目，使“大数据”平台真正成为促进增收上量的

“引擎”。
沈阳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合作共赢才是赢

得市场的根本之道。为了满足客户在铁路发送货物的
需求，货运受理部门已经为货主提供货运客服人员上
门服务、客户网上自助办理运输需求提报等 6种渠道提
报货运需求。

挖潜力 增运力
——沈阳铁路局开辟区域铁路运输新通道

本报记者 张允强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广西河池市，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
之乡”。在资源逐渐枯竭、安全生产和环
保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亟待转型的河
池将目光投向了大健康产业。连绵的青
山，不仅孕育了河池市丰富的矿藏，也孕
育了丰富的健康养生资源。河池有世界
长寿之乡——巴马，以及东兰、凤山、宜
州、大化、天峨 5 个中国长寿之乡；有环江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凤山世界地
质公园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有大化七百
弄、宜州水上石林、都安地下河、罗城等国
家地质公园；有东兰坡豪湖、都安澄江、南
丹拉希等国家湿地公园（试点）；有南丹八
穿河地下大峡谷、都安澄江等国家水利风
景区。

丰富的生态资源，为河池市发展大健
康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13 年 7
月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把河池巴马长
寿养生国际旅游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北部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列为广西三大国
际旅游目的地重点建设，目标是建设成为
国际一流的长寿养生健康旅游目的地和
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2015 年，国家旅
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巴马长寿养生
国际旅游区列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创建单位。

在广西河池市宜州下枧河上的龙洲
岛，龙洲岛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度假区总经
理龙超壮告诉记者，现在国家大力扶持健
康产业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广西和河
池市也都十分重视并支持这一新兴产业
的发展，发展休闲旅游产业恰逢其时。

2014 年，龙超壮和同伴来到美丽的
龙洲岛。最初的想法仅仅是买下原来建
在岛上的龙珠山庄建座酒店。但随后，这
个美丽的地方吸引他们不断加大投资，目
前投资已达 2 亿元。按照龙超壮的计划，
整个龙洲岛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度假区投
资规模将达 12 亿元。目前，二期工程正
在建设中。

“‘三月三’期间上岛的游客就超过了
20 万人，每天要花两个多小时来疏散游
客，面对这样的市场热度，我们信心越来

越足。”龙超壮说。
河池市旅发委副主任韦代忠表示，

发挥健康长寿品牌资源优势使河池市健
康旅游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2016 年，
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 2164.88 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16.89% ； 实 现 旅 游 总 消 费
233.58 亿元，同比增长 28.23%。据初步
统计，全年旅游带动直接就业和间接就
业人数达 23.98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1.84万人。

围绕建设桂西北养生养老长寿产业
示范区，河池市以巴马为龙头，引进大企
业建设养老社区、医养结合项目，打造大
健康产业基地巴马县依托目前到盘阳河
流域投资健康养生项目的企业有 10 家，
每年吸引了全国各地 13 万多人次到当地
养生养老。候鸟养老模式已逐渐成为巴
马、凤山等地养老的主流。

丰富的长寿养生和健康旅游资源使
河池市引来了大量资金。去年 11 月份，
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举行的 2016 年广西大
健康产业专题招商活动上，河池市成功签
约 10 个项目，总投资 84.03 亿元。今年 1
月份，新奥集团与河池市政府签订战略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到 2021 年在河池
市投资 110 亿元，以 PPP 模式和直投模
式为主，发展旅游产业；以河池红水河航
线为主线，串联打造国际旅游区、风情小
镇等 10 多个度假休闲养生高端旅游产
品，助力河池脱贫攻坚。

“在发展健康养生旅游产业的同时，
河池市还依托长寿健康品牌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优质包装饮用水、特色食品加工、
民族特色医药等产业。”河池市工信委副
主任梁方说。

目前，河池全市在册包装饮用水企业
57 家，已投产 45 家，分布在 11 个县（市、
区），涵盖矿泉水、天然泉水、纯净水三大
类。2016 年，规模以上企业已发展到 6
家，实现产值 12.1 亿元。在特色长寿养
生食品加工方面，河池市重点推进山茶油
精深加工、火麻深加工、核桃深加工等 13
种产品的精深加工等，打造以巴马为中心
的绿色长寿食品加工产业基地。在民族
特色医药产业方面，河池市努力挖掘河池
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推进医药研究，实行
产业化生产及品牌推广，打造大健康医药
产业体系。

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创新发展——

广西河池：依托山水资源发力大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近日，成都市委在四川成都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报告中用 5 个词表明了成都
未来的城市发展主张：东进、南拓、西控、
北改、中优。成都提出今后五年的总体
目标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
中心城市，这 5 个词无疑展示了成都在
重塑城市空间结构方面的新理念。

东进——沿龙泉山东侧，规划建设
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和现代化产业基地，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开辟
城市永续发展新空间，打造创新驱动发
展新引擎。

南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天府
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空间
结构，完善管理体制。

西控——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空间布
局，大力发展高端绿色科技产业，提升绿
色发展能级，保持生态宜居的现代化田
园城市形态。

北改——建设提升北部地区生态屏
障，保护好历史性、标志性建筑，加快城
市有机更新，改善人居环境。

中优——降低开发强度、降低建筑
尺度、降低人口密度，提高产业层次，提
升城市品质。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说，成都
现阶段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源
环境约束，因此成都要优化空间布局，构
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
体系。东、南、西、北、中，成都从五个维
度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提升了城市功
能品质，构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体系。

今年 34 岁的余靓家住成都天府广
场附近，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在我的印象中，成都很多年前是以天府
广场为核心，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
往外发展。最近 4 年，成都的热门区域
有了向南的趋势，高新南区、天府新区建
设得非常漂亮。”余靓告诉记者。

余靓“印象中”的成都城市规划的确
存在缺陷，城市单中心高度集聚、次中心

发育不足，从而造成了资源环境约束和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从 2014 年开始，成都提出了“产城
一体”发展理念并推进了 7 个卫星城市
的规划和建设。在肩负“首位城市”责任
担当的同时，成都进一步提出“东进、南
拓、西控、北改、中优”，坚持完善城市体
系和提升城市功能互促共进，重塑城市

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全面增强城市承
载能力，不断提升城市宜居性和舒适度。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戴宾向记者介绍，成都还
应当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附加值
低、占地多、能耗高、劳动密集的产业
转移。

为此，在产业发展方面，成都果断决

策，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东
移，其目的就是减轻中心城区环境压力，
为城市长远发展拓展产业承载空间。“东
进”将加速推进包括天府国际机场、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及相关区域规划建设，
加快形成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主
战场”。

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建设面向“一带
一路”的开放门户、有利于成渝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有利于发挥首位城市作用、有
利于减轻中心城区环境压力。

天府广场以南 25 公里，天府新区建
设如火如荼。当前，天府新区已上升为
国家级新区，成都高新区正在加快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是国家小微
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城市⋯⋯从宏观
上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科技
活跃程度往往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成
正比，也是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表现。

成都的西部是都江堰灌区和龙门山
生态保护区域，这里依旧山清水秀、风景
怡人，一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并不能以牺
牲环境作为代价，“西控”对保护自然资
源有着重要意义。在成都北边，已经实
施了 4 年多的“北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连片的棚户区不见踪影，落后的旧
城正在变为开放的新城北。

作为成都中心城区的一分子，成都
市锦江区委书记陈历章表示，在规划理
念上，锦江区将注重空间、规模、产业
三大结构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的统筹协调，强化降低开发强度、降低
建筑尺度、降低人口密度，促进城市空
间与城市功能同步优化、同步提升；在
规划定位上，突出形态优美、国际品
质、时尚优雅、宜居宜业的区域特质；
在规划实施上，针对每个片区的功能差
异，强调形态、业态、功能、品质的有
机统一。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是成都今后 5 年的总体目标，完
善的城市体系无疑为这座城市的建设提
供了强有力的引擎。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开辟城市永续发展空间——

成都:五维度描绘城市发展大模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
今年一季度，广东制造企业捷
报频传：广汽集团发布一季度
业 绩 ，汽 车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37.64%，增幅继续领跑国内六
大汽车集团；华为、OPPO、vi-
vo 三大手机企业产值分别增
长 119%、107%和 99%，并全部
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 5
名；美的、格力和海信科龙三大
家电企业产值均比上年同期大
幅增长⋯⋯广东省统计局数据
显示，一季度，广东先进制造
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 10.2%、14.1%；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0.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创
下 2016 年 2 月 份 以 来 最 高
增速。

这组数据反映出当前广东
以中高端制造业为发展方向的
工业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新的
竞争优势加速形成。数据背
后，是广东全面贯彻“中国制
造 2025”，深入实施工业转型
升级攻坚战，扎实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结下的硕果。

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和电
气机械三大支柱产业格外抢
眼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3.1% 、
13.1%和 10.4%，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同比
加快 11.1 个百分点。这三大
产业占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近四成，显示制造业结构正持
续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广
东省专利申请量达到 143774
件，增长 53.7%，其中技术成
果 转 化 交 易 额 147.6 亿 元 。

“从专利申请数量和技术成果
转化交易额来看，广东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卓有成效。以电子
信息为代表的三大支柱产业增
速明显，表明广东振兴实体经
济已迈出重要一步。”中科院
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
平说。

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广东制造业
向中高端发展的良好态势。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引擎，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2%、25.3%，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个数增长 28.9%，成为增长最快
行业。

记者从广东省经信委获悉，广东省以提高供给质量
为方向，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引导企业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经过主攻智能制造，加快培
育机器人企业、实施工业机器人应用计划，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等工作。一季度，广东省工业出口和内销增
长加快，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5%，工业品内销
同比增长 14.2%。

同时，广东省积极打造珠江西岸“六市一区”国家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产业带产业园发展
势头较好。一季度，珠江西岸“八市一区”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和投资分别增长 15.4%和 23.3%；广东省产业园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5%；珠三角向粤东西北转移项
目 138个，计划投资总额 550.1亿元。

今年一季度

，先进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大幅增长

广东制造业加速迈向中高端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初夏的
蓉城绿意盎然。

骑上共享单车，沿清水河成都高新
段由北向南，从德富大道到西北绕城高
速外侧，你不仅能享受在长达 12600 米
绿道上畅通无阻骑行的乐趣，还能在沿
途领略杨柳垂岸、碧水荡漾、白鹭低飞的
河滨美景。

2017 年年底，清水河成都高新段河
道改造工程将正式启动，并计划在 2019
年7月份以前完成。“完成打造后的清水河
成都高新段滨河景观将为流经区域涂上
一抹厚重的人文色彩，增加一份灵动的自
然生态野趣。”据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清水河成都高新段位于
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这片区域是成都高

新区着力打造的高端产业基地，聚集了英
特尔、德州仪器、戴尔等多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打造后的清水河成都高新段河道
景观将为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们提供更
加和谐优美的人居环境。”

一直以来，产城融合是成都高新区
的发展理念之一。“东进”则是成都高新
区未来紧抓的机遇。

自 4 月 1 日正式托管简阳 12 个乡镇
以来，成都高新区以高标准推进成都天
府空港新城的规划建设。在城乡建设方
面，将实施市政建设、景观提升、公建配
套等 8 项重点工程。总投资 5 亿元、占
地 23 万平方米的三岔湖马鞍山观景台
景观提升工程即将开工，建成后将成为
成都天府空港新城未来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
走进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已基本完

工的绿色景观工程让人眼前一亮。总长
6.5公里的剑南大道，绿化面积达38万平
方米，各类绿植精巧搭配，相映成趣。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聚焦生物医药、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服务、智慧健康等产
业领域，串联研发、流通、服务等多个环
节，招引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大项目，聚
集世界领先的创新人才和要素，加速培
育本土优势品种和企业。44 平方公里
的天府国际生物城，正是成都高新区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之一。以
市政项目为抓手，成都高新区将加快生
物城建设，将 18 个重大建设项目纳入城
建攻坚清单，积极打造生物产业生态圈。

产城在“东进”中加速融合
本报记者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