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 域 经 济 2017年5月22日 星期一 11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便利县域外贸企业出实招

山东推进原产地签证服务“县县通”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近日，山东在全国率先推

进的原产地签证服务“县县通”工程在潍坊诸城正式启
动。该省将用 1 至 2 年时间基本实现原产地签证服务

“县县通”，县域外贸企业可在“家门口”申领原产地证
书，每年节约交通等成本3000多万元。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商品的“护照”，同时也是自贸
伙伴之间互相减免关税的凭证，企业可利用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在国外通关时享受零关税或关税减免待
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目前，我国已与22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14个自贸协定，山东省对自贸伙伴的
出口比重超过 3 成，全省出口商品每年享受国外关税
优惠约11亿美元。

由于东盟等自贸伙伴只认可纸质原产地证书，虽
然“互联网+”已基本覆盖原产地签证全流程，但企业
仍需到原产地签证机构领取纸质证书。受机构和人员
编制的制约，全省原产地签证机构集中在17地市驻地
和东部沿海的部分县市，中西部地区的原产地签证机
构配置明显不足，县域企业申办原产地证书往往要往
返数十到数百公里。受原产地签证便利性影响，部分
地处偏远的外贸企业因“畏远、畏难”，选择放弃办理原
产地证书、放弃享受国外关税优惠，导致全省自贸政策
利用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为破解自贸政策利用瓶颈，山东检验检疫局积极
争取质检总局支持，在全国率先推进公益性原产地证
书代办机构建设，并与山东省商务厅联合推进原产地
签证服务“县县通”工程，引导县市政府参与自贸协定
实施，扶持各级政府推荐的县域社会组织为企业免费
打印、发放原产地证书，实现自贸政策咨询指导和原产
地证书申领不出“县”，打通自贸协定实施便利化的最
后一公里。诸城市服装针织公司的原产地证书申领员
赵艳菊高兴地说：“此前我们公司只能到潍坊检验检疫
局申领原产地证书，每次往返需要 5 个多小时。在诸
城设立公益性原产地证书代办机构后，我们公司可以
在家门口领取原产地证书，每年节约交通食补等成本
3万元。”

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柑橘之乡”，一
个是享誉世界的“泡菜之都”，两座城市
立足的产业不同，但是在发展中却有不
少相似之处，如何让地方特色产业与城
市发展相融合？内江市市中区和眉山市
东坡区的探索值得借鉴。

柑橘业为城乡发展托底

产城融合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一二
三产业发展带动农业农村全面进步，进
而实现城乡统筹。在这个过程中，增加
农民收入至关重要。如果农民的收入没
有变化，生活水平没有改善，视野没有拓
宽，那么农村的产业发展就没有支撑，更
无法实现和城市的融合。

内江市市中区的做法是，做大做强
传统优势产业——柑橘，从而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撬动地方经济发展。

记者在采访时正好赶上发工资的
日子，当天，位于市中区朝阳镇下坝桥村
雷丰果业公司的办公室内异常热闹，几
十位村民将办公室围得密不透风，排在
最前面的一位村民在一个账簿上签名、
按手印，然后领走工资，排在后面的村民
依次办理。大家有说有笑，满心欢喜。

年过七旬的周桂芬老人拿着刚领的
一沓钱，仔细地点了一遍，“没错，是1650
元”。老人告诉记者，她给雷丰果业打工，
栽树苗、除杂草，一天能挣70至80元。

雷丰果业公司负责人雷礼明说，全
村目前有100多名村民在他们公司务工，
每人每年的打工收入有 1 万多元，“对于
那些不外出打工且上了年纪的村民来
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除了劳务收入，针对下坝桥村土地
撂荒的现象，村里鼓励外出打工农民和
在家不种地的农民以土地入股，与雷丰
公司、村集体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发
展。下坝桥村村民以每 0.07 公顷土地为
1 股，由合作社颁发股权证书，按股权分
红。从第4年开始，公司的净收益按照公
司占 65%，农户占 30%，村集体占 5%的
比例进行分配。

“这样的经营模式，保障了产业发展
和村集体增收的可持续性。农户的预期
收益也会大于土地租金或保底收入，农
民成为股东，干活也更加用心负责了。”
雷礼明说。

截至目前，下坝桥村有 400 户农户
入股雷丰果业公司，入股土地 66.7 公顷，
预计第4年入股农户人均增收约600元，
村集体每年可获得股份分红约5万元。

农民手上有钱了，集体经济壮大了，
政府也有信心将柑橘产业做大。市中区
发改局局长张世聪告诉记者，该区将朝
阳、永安、凌家3镇划定为核心区，着力打
造“万亩现代柑橘产业示范片”。同时，

注重产业融合发展，将柑橘规模种植与
分类、包装与加工，休闲、观光、采摘等充
分结合。

“ 传 统 农 业 乡 镇 如 果 没 有 产 业 支
撑，是无法支撑城市发展的。只有产业
发展起来了，农民富起来了，城市发展
才有底气。”市中区副区长柳永胜坦
言，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延伸农业产业
链条，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是市中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
必由之路。

记者了解到，自 2016 年获批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以来，市中
区积极整合资源，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大
幅提升，三产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效果。
2016 年，市中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2810元，同比增长9.2%。

泡菜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眉山市东坡区是享誉中外的“泡菜
之都”，相传泡菜制作在东坡民间已有
1500 多年历史。在东坡区，随处可见各
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泡菜种植园、加工
厂、销售店铺。

“东坡人过去只是爱吃泡菜，但是没
有形成产业和规模经济。”眉山市东坡区

“中国泡菜城”管委会主任范纯文对记者
说，泡菜产业真正发展是近十几年的事。

记者了解到，在 2007 年时，眉山市
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整合眉山经济开
发区的实施意见》，2009年正式将该经济
开发区定位为发展泡菜产业，那一年眉
山 的 泡 菜 产 业 产 值 仅 为 20 亿 元 。 到
2014 年，东坡区泡菜产业园正式更名为

“中国泡菜城”。2016 年，东坡区泡菜产
业实现产值 143 亿元，带动 15 万农户种
植蔬菜增收7.37亿元。

为了将泡菜加工业做大做强，东坡
区积极延伸泡菜产业链条，实现了蔬菜
种植，泡菜加工、销售，旅游观光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并有效带动了地
区经济的发展。

范纯文说，东坡区在规划面积 12.9
平方公里的“中国泡菜城”内，选定了崇

礼镇的光华、大定桥以及永寿镇的永德 3
个村，集中打造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保障园区内泡菜企业的需求。

崇礼镇庆源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巫志祥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流转了
3000 多亩土地，主要种植白菜、卷心菜、
萝卜等，都是泡菜所必需的原料。每年 3
到4月，合作社便和周边加工企业签好协
议，9 月份菜品成熟后就开始陆续交货，
保证了蔬菜的销路和农民的收益。

范纯文表示，东坡区泡菜食品加工
企业以订单、合同等形式联结 12 万户农
户订单生产，订单率达 90%以上，帮助种
植户每年增加收入约 2500 元。目前，园
区已入驻川南、惠通、李记等泡菜食品企
业 28 家，其中亿元企业 10 家，产业集中
度达 42%，实现了产业发展、企业增效、
农民增收。

生产了这么多泡菜，怎么卖成为关
键问题。近年来，东坡区开展多渠道销
售模式，产品远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园区打造的“东坡泡菜”线上销售平台，
仅 2016 年第八届泡菜博览会就与京东、
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签订购销协议60亿
元以上。

此外，东坡区还创建了“中国泡菜
城”AAAA 级景区，形成了以三苏祠、中
国泡菜博物馆、泡菜风情街、企业高端生
产线、万亩标准化绿色基地为核心的旅
游环线，赋予了泡菜产业休闲观光、文化
体验等多种功能。2016 年，东坡区服务
业增加值实现 122.15 亿元，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32%。

在泡菜城的带动下，东坡区农村一
二三产业得到融合发展，农民收入稳步
增长，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8864 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5391 元，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产业融合带动就地城镇化

干净整洁的联排别墅，设计独特的
画家工作室，格桑花海、马术俱乐部、休
闲垂钓中心⋯⋯这里不是度假村，而是
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的尚腾新村。

该村由于距内江城区仅 15 公里，凭
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尚腾新村以统筹城
乡发展为主题，以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尚腾新村党支部书记潘俊良告诉记
者，由于村里离市区很近，村民的生活和
城里人没有太大差别，大部分村民都在
城里务工，在家种地的人极少。

针对这种情况，村里以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社为依托，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方
式，引进和培育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集中土地、资金等要素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推动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农户
增收。

市中区城乡统筹委专职副主任陈杰
告诉记者，尚腾新村以农户“退出承包权
换股份”的方式，将农户手中闲散的土地
收归集体，并统一流转，和一家苏州的公
司共同发展“川南大草原”农旅休闲项
目，利用土地整理后的面积差、基础设施
占股分红等方式，增加集体收益。同时
还使农户获得了每亩 600 元至 800 元的
收入，远远高于农户种地收益。

多年来，尚腾新村凭借柠檬种植、
柑橘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实
现了就地城镇化，使产业发展和城市建
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今，尚腾新村
的村民不仅住进了小洋楼，而且很多都
在城里买了房，平时打工住城里，周末
回村里度度假，实现了打工、生活、休
闲三不误。

“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去
城里打工去城里居住，而是要彻底改变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解决好他们的社
保、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让农民真
正成为市民，让农村更像城市。人的城
镇化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柳永胜说。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东坡区，由于
泡菜城的建立，带动了周边多个乡镇的
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状况发生根本
改变，实现了进城、进集镇、进厂就业和
田间务工相结合，2016 年，泡菜基地 1.6
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10元，整个东
坡区的城镇化率由 2012 年的 48.6%提高
到2016年的54.4%。

延展特色产业 融出特色新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一个是“柑橘之乡”，一个是“泡菜

之都”，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和眉山市

东坡区近年来立足当地自然、人文、地

理条件，发展适宜的特色产业，并在产

业融合中带动就地城镇化，走出了独

具地方魅力的产城融合之路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稳
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民走进城市，成为新
市 民 。 去 年 ，我 国 的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57.35%。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
到60%左右，换算成人数相当于每年还要
解决1000多万人的进城落户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城乡差距
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推进城镇化过
程中，很多地方的做法是让农民搬进城
市的安置楼房居住，过上跟城里人一样
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然而，由
平房住进楼房，就能成为城里人吗？很
多新市民反映，尽管城市居住环境比农
村整洁、方便，但城市各项生活成本比农

村高很多，新市民也无法享受到城市良
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因此，很难
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事实上，阻碍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收入水平，如果农民进城后没
有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再好的城市生
活他们也无法享受。

怎么解决新市民的就业和收入问
题？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依
靠产业带动城乡统筹是一条必由之路。
只有让新市民的收入大大提高，生活方
式发生彻底转变，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新型城镇化建设才不是空谈。

以眉山市东坡区为例，这里的泡菜

产业在 10 多年前还远没有形成规模，作
坊式的泡菜厂普遍存在。产业需要发
展，城市需要进步，东坡区看准了泡菜这
一传统产业，并大力度进行产业调整和
升级，促进融合发展，让这座城市焕发了
新的活力。

开展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新型经营
主体种植蔬菜，为泡菜加工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原材料；扶持、引进、打造大型加
工企业，让二产实力更加雄厚；发展电子
商务，打造泡菜博览会，开展各种休闲观
光体验，让三产更加符合老百姓需要。
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东坡的小泡菜发展
成了大产业，农民的生活方式由过去的

单一种地转变为现在将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同时给合作社或企业打工，以前居住
的农村现在变成了产业园，农民收入稳
步提高，实现了就地城镇化。

总体来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循序
渐进、缓慢融合的过程，是提高农民收
入，改变农民生活习惯、生活观念，让农
民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应通过产业发
展，给新市民更多的工作岗位，让以前只
会种地的农民慢慢学会当工人、做流通、
做贸易、当老板。另外，还要赋予新市民
更多社会权益，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各种
社会保障，真正融入城市发展之中，才是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

消 除 新 市 民 后 顾 之 忧
常 理

调研地调研地：：
四川内江市四川内江市
和眉山市和眉山市

产城融合型，即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与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通过对县域内城乡产业的合理规划布

局，使得二三产业在县城、重点乡镇及产业园区等地域发挥对人口集聚和城乡建设的带动作用，形成农

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休闲旅游等专业特色小镇

日前，湖北瀛通通讯线
材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湖北通城县，这
个位于鄂南幕阜山区的小
县城迎来自己培育的首家
上市公司。

通城县既不临江靠海，
又不毗邻产业链集中区，也
不通铁路，作为苹果、华为、
索尼等国际品牌手机耳机
线材主供应商的瀛通通讯，
为何选择落户通城？究其
原因，在于该县10年前开始
实施的“回归工程”。瀛通
通讯董事长黄晖是通城人，
2007年，黄晖受家乡发展的
感召并综合考虑成本因素，
回乡创办瀛通电子有限公
司，并逐年发展壮大。

近年来，通城县坚持依
托亲情、乡情招商，引进大
企业、大集团投资兴业，掀
起一股回乡创业潮，“回归
工程”成为引领全县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通城县委书
记 熊 亚 平 说 ，通 过 亲 情 感
召、产业引领和环境营造，
仅今年一季度，全县就新开
工项目 84 个，计划总投资
115亿元。

随着瀛通通讯扎根通
城，一大批上下游企业也陆
续落户，该县电子信息产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被
列入全省重点成长型产业
集群。如今，瀛通通讯、三
赢兴电子、宝塔光电等22家
规模以上企业在通城县聚集。今年 1 至 3 月份，全县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14 亿元，销售收入
12亿元，实现就业1万人。

与电子信息产业一样，通城中医药产业发展也因
“回归工程”而蓬勃发展。通城县素有“江南天然药库”
的美誉。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就是全省最大的中
药材种植县，金刚藤、鞘蕊苏、车前草、金银花、菊花等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0万亩。目前，通城县以“药材、药
品、药市、药膳、药养”等“五药”为发展理念，着力打造
中药材大县，并形成了3万药商回乡创业的喜人局面。

为了让“回归”项目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通城
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按照“布局集中、用
地集约、产业集群”的建园方针，扎实推进“一区多园”

“园中有园”战略，先后完成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油茶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陶瓷产业园和
乡镇产业园发展壮大。

在此基础上，该县坚持把优化企业服务、改善投资
环境作为促进“回归工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开辟重点
建设项目和企业投资“绿色通道”、建设高标准的政务
中心等，扎实推进“亲商、安商”工程，为企业发展、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以乡情招商引凤还巢。一方面联合各
相关职能部门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坚决杜绝

“吃、拿、卡、要”行为，严厉打击阻挠项目建设的违法犯
罪行为。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各级调度资金支持，缓解
企业融资难题。近5年来，为创业者融资10亿元。同
时，制定优惠政策，为回乡创业人员提供优质服务，对
涉税、费部门实行集中收费，统一管理，每年为企业减
少相关规费100万元以上。

截至目前，通城返乡创业人员已逾 1000 余人，回
归创业资金达 160 亿元以上，兴办的各类实体企业遍
布涂附磨具、电子信息、现代陶瓷、绿色农产品加工、生
物医药等5大产业，吸纳从业人员2万余人。

﹃
回归工程

﹄
激活通城经济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薛海波

刘建平

△ 图 为 内 江 市 市

中区朝阳镇下坝桥村雷

丰果业的柑橘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 眉 山 市 川 南 酿

造有限公司的泡菜加工

车间内，员工正在给每包

泡菜称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