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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拥 有 资 金 、 技

术、人才等优势，广西、

贵州拥有生态、资源优

势，贵广高铁的开通不仅

缩短了地区间的空间距

离，还畅通了资金流、物

流，促进了产业合作，为

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以

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

了新平台——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暑期来临，地处贵州省东南边陲的
肇兴侗寨迎来了新一轮游客高峰，其中
不少游客都来自广东省。

“坐高铁过来很方便，不到 4 个小时
就到了。”林女士带着刚刚高中毕业的儿
子来这里体验民俗风情。

贵广高铁通车后，原本寂静的肇兴
侗寨一年比一年热闹。2016 年，肇兴景
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124.08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7.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6.27%和 31.06%。

“都是托了高铁的福，才有今天的好
日子。”肇兴侗寨的好望角客栈经营者罗
嘉梅说。

如今，全长 856 公里的贵广高铁不
断推动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之间的交
流合作走向深入，产业、资金沿着高铁源
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地区。

日前，粤桂黔三省区发展改革委联
合 印 发 《贵 广 高 铁 经 济 带 发 展 规 划

（2016 至 2025 年）》，提出将贵广高铁
经济带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重要衔接带、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升级战
略隆起带、跨省全面合作发展示范带和
全国高铁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试验带，以
使粤桂黔三省 （区） 交流合作进入新
阶段。

根据规划，贵广高铁经济带按照“点
线面结合，分层次推进”的发展策略，引
领沿线地区综合交通及产业整合发展。
同时，围绕“高铁站场”完善综合交通网
络，推动高铁枢纽经济圈建设发展；以

“高铁沿线”为延伸方向，构建高铁沿线
生态农业观光带、旅游景观带和特色城
镇带；以“沿线主要城市”为纵深，统筹产
业园区规划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沿线产业发展水平。

在具体发展目标上，计划到 2020
年，贵广高铁经济带综合交通网络基本
形成；培育形成广州南站、桂林北站、贵
阳北站等一批高铁枢纽经济圈，粤桂黔
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各省区分园建设
初具规模，争取上升为国家跨区域合作
试验区；高铁沿线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
产城融合发展成效显现，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75%以上；特色旅游、现代高效
农业、先进制造业合作成效明显，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沿线城市 GDP 总量突破

5.5万亿元。
粤桂黔三省（区）山水相连，长期以

来，依托珠三角区域合作、珠江—西江经
济带等平台，三地之间加强交流，在旅游
发展、交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贵州省黔东南州近年多次走进广西
桂林，开展旅游推介活动，建立互送客源
机制，谋划共建旅游精品线路，形成有效
的合作机制。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通车运行的
贵广高铁，横贯粤桂黔 3 省（区）的 9 个市

（州）23县（市、区），为三地的合作交流搭
建了新平台。

专家认为，贵广高铁的通车实现了
珠三角经济圈、珠江—西江经济带、黔
中经济区等经济板块的互联互通，构建
了西南地区南下出海的最便捷通道，切
实改变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区位交通
条件，成为推动西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实现互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载体。

2014 年底，粤桂黔三省区政府签订
《贵广高铁经济带合作框架协议》，规划
共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全
面推进优势产业发展，推进配套服务平
台及有关园区开发建设，合作日益深
入。此后，广东在贵州、广西的投资持

续增加，广州市和黔南州积极开展对口
帮扶和口岸共建，肇庆与贺州共同打造
粤 桂 产 业 合 作 示 范 区 ， 取 得 了 明 显
成效。

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联手开发
“一程多站”的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
一批具有国际吸引力的生态观光、民族
文化、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景区，一条特
色浓郁的“山水文化走廊”正在形成，并
辐射港澳地区及国际市场。

根据规划，贵广高铁经济带将构建
“一轴、三核、四组团、多节点”的空间发
展布局。

其中，“一轴”是指以贵广高铁为
轴带，串联起沿线 9 个市 （州），加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城
镇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特色鲜
明、分工有序、互动发展的多层次增长
中心；“三核”是广州、贵阳和桂林；

“四组团”包括贵阳 （贵安新区） —都
匀—凯里、桂林—柳州、肇庆—贺州、
广州—佛山等。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贵
广高铁经济带的空间布局既考虑了沿线
的发展基础、交通条件和综合承载能力，
也实现了与珠江—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
的有效衔接。

以贵阳（贵安新区）—都匀—凯里为
例，目前三地之间已经形成了高铁、高速
公路、普通铁路等集多种交通形式为一
体的交通运输体系，之间的协作分工不
断强化，正在成为贵州重要的经济增
长极。

在促进沿线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方
面，粤桂黔三省（区）将充分发挥高铁站
场的枢纽作用和经济带的通道作用，以
重点城镇和产业园区为载体，强化产业
梯度有序转移和产业链条关键环节合理
分工，促进经济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增
强跨区域创新协同能力，共同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未来强化广州、贵阳、柳州、佛山、桂
林等城市的产业带动作用，构建跨区域
物流产业带，培育多层次高铁枢纽经济
圈，实现贵广高铁沿线产业布局的优
化。同时，依托文化、生态、民俗等旅游
资源，构建区域旅游产业联盟，推动旅游
业态融合发展，联合开发一批旅游精品
路线。

贵广高铁经济带将成为东西部合作
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产业、资金沿着高铁源源不断进入西部地区

粤桂黔高铁串起快速增长的经济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7 月 5 日，广东佛山南海区在广东金
融高新区举办千灯湖创投小镇揭牌仪
式。作为佛山市建设珠江西岸创业投资
中心的重要载体，千灯湖创投小镇将围绕
基金、孵化两大核心规划建设，3 年内基
金规模力争达 500亿元。在揭牌仪式上，
南海与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广东省创业
投资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粤科金融集
团、深创投集团、IDG 资本、软银中国资本
等一批知名创投机构率先签约落户。

“金融资源要配置到主战场，实体经
济就是佛山的主战场。”佛山市市长朱伟
说，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作为金、科、产融合
发展的举措之一，佛山将依托广东金融高
新技术服务区的金融基础优势，打造有佛
山特色的千灯湖创投小镇。

当下，佛山正全力打造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资本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支撑。以佛山重点扶持的机器人行业

为例，全市目前有整机生产企业 3000 多
家，融资需求达 600 亿元；下游配套企业
超 8000家，融资需求则高达 1500亿元。

近日出台的《佛山市打造珠江西岸创
业投资中心工作方案》提出，佛山市及南
海区在广东金融高新区核心区内重点打
造千灯湖创投小镇，并使之成为佛山打造
珠江西岸创投中心重要的物理载体。

千灯湖创投小镇占地面积约 1.8平方
公里，重点以原有的 39 度空间为核心打
造启动区，包括基金核心和孵化核心，
基金核心以各类大中型基金机构和关联
服务为主，孵化核心以各类基金机构、
创投金融衍生机构及关联服务机构为
主。千灯湖创投小镇启动区主要分为基
金创投集聚区，创新金融及中介服务集
聚区，综合服务展示区，孵化器、加速
器集聚区，人才公寓、运动生活休闲配
套区五大功能区。

“千灯湖创投小镇的发展目标，是构

建以基金机构为核心的风险投资产业生
态系统，打造创投机构集聚、创投氛围突
出、创投业务活跃的特色基金小镇和创投
人宜居宜业的家园。”南海区区长顾耀辉
表示，将力争在 3 年内使千灯湖创投小镇
本地注册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总规
模达到 500亿元，5年内达到 700亿元。

根据建设方案，千灯湖创投小镇首期
拟投入 2.7 亿元，主要用于规划设计、改
造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争取 2018 年春
节前完成核心区改造。

千灯湖创投小镇所在的广东金融高
新区成立于 2007 年，经过 10 年建设，其
核心区已吸引中国银监会、友邦保险等
340 家金融机构及知名企业落户，总投资
额超 656 亿元，项目涵盖银行、保险、证
券、服务外包、私募创投、融资租赁、互联
网金融等高端服务业态。

此外，作为广东省首个“金融·科技·
产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目前广东金

融高新区引进的私募创投类项目已达
180 个，注册及募集资金额超 326 亿元。
在本次揭牌仪式上，包括粤科、深创投、英
诺、美国瑟拉夫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创投项
目已签约落户千灯湖创投小镇。

“优秀的投资机构之所以愿意到佛山
来投资，是因为佛山具有良好的投资环
境、优质的投资标的和巨大的资产增值空
间。”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倪泽望说。

据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邓永强介
绍，英诺基金和英诺创新空间将成为首
批进入创投小镇的企业之一，通过人工
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产业资源积极对
接，为佛山的产业升级引入前沿资源。

在佛山市、南海区已出台的金融领域
扶持政策基础上，南海区初步研究制定了

《促进千灯湖创投小镇产业集聚扶持措
施》，在工商登记、进驻奖励等方面给予奖
励扶持，重点吸引高端人才落户。

围绕基金、孵化两大核心规划建设，3 年内基金规模力争达 500 亿元——

千灯湖创投小镇助力“佛山制造”升级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四川省成都市新近开始实
施“蓉漂”计划，旨在让更多的
年轻人到成都创业发展。

成都市提出的“蓉漂”计划
包括改革人才落户制度，实施
人才安居工程，建设人才绿卡
体系，推进人力资源提升行动，
为建设创新型城市集聚人才资
源，形成依靠人才驱动转型发
展的原动力。

“先落户后就业”是“蓉漂”
计划的核心。四川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说：“一座
城市的生命力更多取决于年轻
人。”鼓励大学生来蓉创业、鼓
励在蓉大学生留蓉发展是市
委、市政府人才工作的基础。
成都市将以更开放、更包容、更
便利的理念，改革人才落户制
度，推行“先落户后就业”，鼓励
青年人才来蓉创业就业，实行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于本市
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
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
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进一步
放宽落户限制，提高落户便利
性，努力打造最开放包容和最
以人为本的人才落户制度，让
广 大“ 蓉 漂 ”扎 根 成 都 、融 入
成都。

“人才安居工程”是成都市
人才政策一大亮点。成都市提
出把解决“蓉漂”安居问题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加大人才公寓
和租赁住房建设力度，对外地
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
聘可提供 7 天免费入住的青年
人才驿站，对急需紧缺优秀人
才提供人才公寓租赁住房保
障，同时在产业新城投放人才租赁住房，鼓励用人单位和
引进人才集体申请或自主选择租住方式，努力解决各类
人才安居之忧，让广大“蓉漂”住得上房、安得了家。

成都市还将建立人才绿卡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和用
人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其中包括推行人才绿卡制度，实
施人才服务“一卡通”，分层分类提供配偶就业、子女入
学、医疗、社保、出入境和停居留、创业扶持等便利化服务
等措施。同时，建立人才服务专员制度，对高端人才实行
一揽子入户、安居、奖励、服务政策，在此基础上构建人才
综合服务平台，着力建设“政务服务+创业服务+生活服
务”全环节以人为本的人才服务链。

此外，成都市还创造性地提出针对本市居民的人才
政策，以期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人才
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支持在蓉高校、职院按照成都产业
发展方向调整学科设置，定期举办创新创业和职业资格
培训班，让每个有就业创业愿望的市民都能通过参加免
费培训和全额报销考试费用获得一项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提高广大市民的就业创业竞争力。

成都为

建设创新型城市集聚人才资源

﹃
蓉漂

﹄
计划鼓励人才扎下根来创业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印着苗绣元素的充电宝，展现青岩
古镇夜景的抱枕⋯⋯一件件充满花溪文
化符号印记的旅游商品，将在不久后进
入市场。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日前启动故事
主题艺术创作及衍生品设计大赛，来自
全国各地以及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本地
的优秀艺术家，走进花溪的景区景点及
寻常百姓家中，围绕花溪的历史文化、山
水风光、民族风情等开展主题创作。随
后，围绕主题艺术创作，主办方还将调动
全球设计师力量塑造兼具艺术性和实用
性的文创产品，从而真正实现旅游消费
升级。

“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
田。”花溪自然风光优美，民俗民间文化
资源丰富。目前，该区有各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39 项，其中花溪苗族挑花刺绣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让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
族风情和丰富的历史遗产“活起来、传下
去”，是花溪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必
须要解决好的大问题。

花溪区副区长管路表示，在全力打
造全域文化旅游创新区的背景下，举办
花溪故事主题艺术创作及衍生品设计大
赛，可将艺术创作与自身丰富的旅游、文
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丰富旅游牌、打出

人文牌，提升地方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据悉，有关花溪的主题艺术作品创

作完成后，将借助企业供应链完成生产，
运用“地方品牌＋花溪故事主题 IP＋供
应链整合”模式，助力花溪打造特有的文
化旅游品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创新
发展。

具体承办花溪故事主题艺术创作及
衍生品设计大赛的画版公司创始人梁海
虎表示，“通过主题故事与文化旅游结
合，让非遗文化摆脱过去单一的表现形
式，变成可以投资的艺术品，变成杯
子、鼠标垫等日常用品，走入千家万
户。”

贵州花溪：主题故事让旅游资产“活起来”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付文芸

本报讯 记者黄平从“2017 未来交通大会”发布会
获悉：未来 5 年，杭州市将投资 2000 亿元，打响以“一个
高铁枢纽、两条城市环线、五条轨道线路、八条城市快速
路和八条框架性主干路”为主要内容的“12588”交通建
设“大会战”，持续推进城市数据大脑的建设和应用，以科
技创新的力量促进城市交通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
完善。

据悉，以“科技链接 交通无界”为主题的“2017 未
来交通大会”，将于今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杭州举行，
旨在通过前沿技术的探索，打造未来交通全球交流与合
作的高端平台，推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从“小局”向“大
局”转变，培育良好的未来交通创新生态系统。

培育交通创新生态系统

杭州投 2000 亿元构建智能交通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甘肃省政府与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日前在兰州签订共同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南向通道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甘肃正式加入南向
通道建设“朋友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张晓钦介绍说，南向通道建
设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一条南北纵向交通线，并向
南经陆上、海上延伸至中南半岛。通过起于兰州、经过南
宁、直达新加坡的西部南北国际陆海新通道，最终形成

“一带一路”经西部地区的完整环线，这将有利于带动西
北、西南地区的资源要素南北对流、融合协同发展。

据了解，随着今年年内兰渝铁路全线运行，将实现西
北和西南、中西亚和东南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衔接，使中新通道向北有效延
伸。

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表示，将充分发挥甘
肃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和广西“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通道优势，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为
依托，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强化合作措施，提升
合作水平，形成长期稳定、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推动双方合作交流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不断
迈进。

与广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甘肃加入向南通道建设“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