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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杨洋报道：安徽省
政府日前发布 《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意见》，
明确 2017 年至 2021 年特色小镇建设的总体要求、
申报条件和程序、支持政策、保障措施等，同时将
特色小镇定位为产业发展平台。到 2021 年，安徽
省将培育和规划建设 80 个左右省级特色小镇，重
点打造若干个特色小镇样板，形成示范效应。

《意见》 强调，建设特色小镇要坚持产业引
领，千方百计壮大特色产业，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
高端，围绕特色产业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文化内
涵、完善社区功能，实现业兴镇兴。要坚持因地制
宜，根据区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宜工则工，宜
商则商，宜游则游，不千镇一面。要坚持融合发
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产业、
文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有机融合。

针对特色小镇建设，安徽从资金、土地、改
革、投融资、人才等方面出台了支持政策。资金方
面主要是安排特色小镇建设专项资金，以“借转
补”方式用于扶持各地特色小镇建设，根据各地特
色小镇项目建设等情况安排，并以“以奖代补”方
式对年度评估情况较好的特色小镇予以奖励。

安徽规划建设80个特色小镇
着力壮大特色产业

本报讯 记者代玲报道：上海—西安—日喀则
航线日前正式开通并成功首航，助力西藏第二大城
市日喀则市对接更大的旅游市场。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由上海市对口支
援，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此前，日
喀则仅有至成都一条航线。上海至日喀则航线开
通，将极大缩短沪藏两地的距离，加强两地合作
交流，特别是在带动日喀则旅游发展方面将起到
积极作用。通过这条更为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
日喀则将更好地对接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市
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市场，提升对外开
放水平，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据悉，上海—西安—日喀则航线每周四、周日
各飞行一班。该航线是东航开通的华东及西北地区
通往日喀则的首条航线。

上海至日喀则航线开通
将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从全自动无人艇到全数字化生产车间，从亚太赫兹人体安

检仪到裸眼 3D 电视，从生产过程智能化到终端产品智能化再

到生活服务智慧化⋯⋯由智能制造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

在深圳市宝安区悄然裂变，形成了一个个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行业为导向

的现代产业集群。

为进一步打造宝安产业发展展示新平台，树立宝安产业高

地新形象，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宝安区经济

促进局、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承办的“2017 宝安产业

发展博览会”于 7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2017 深

圳国际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暨 2017 深圳国际电子装备产业博

览会同期举办。

2017宝博会以“滨海宝安、产业名城、活力之区”为题，秉承

“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办展理念，采取“政府办

会、企业办展、市场化运作”的形式，全力打造“宝安产业发展的

总展示、最高盛会”，以期真正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展会期间，涵盖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物流

与供应链等重点行业领域的 405 家宝安优质企业及其产品纷

纷亮相，重大项目签约、专题高峰论坛、主题沙龙、采购对

接等 70 余场系列活动连番上演，并通过采取“1+N”办展模

式设置 15 个分会场，全面展示宝安的科技产业成果、城市建

设成就、优良营商环境和美好发展愿景。

服务为本 夯实“产业名城”发展根基

一直以来，宝安是深圳的产业大区、经济大区。为加快建成“滨

海宝安、产业之城、活力之区”，近年来，宝安始终把产业作为立区

之本，坚守“产业第一、企业为尊”的发展理念，出台了服务企业、促

进创新、引进人才的“三大政策”和“深圳质量、宝安智造”三年行动

计划，全面鼓励企业进行科技研发、产业技术改造和人才引进。

产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打造全国政务服务最

优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一年多来，宝安以“两厅两中心”，即

物理服务大厅、网上服务大厅、全口径受理中心、全口径咨询中

心的建设为核心，建成“1+10+124”三级政务体系和 100%网上

申报、100%网上审批“两个 100%”系统，开通 24 小时咨询热

线，打造“一门集中、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号连通”的政务服

务新模式，28 个部门 692 个事项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实现“个

人办事不出街、企业办事不出区”，政务服务平台“宝安通”APP

亦上榜“2016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

融资难是中小企业一直以来发展的瓶颈所在。为进一步提

供优质企业服务，宝安区不断优化调整企业服务机制和服务流

程，通过建设“金融超市”，为企业融资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

务。在线上依托网站通收集和展示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收集

企业融资需求，匹配金融产品，形成融资供需网上一体化平台。

在线下通过举办了融资培训、项目路演、主题沙龙、银企对接会

等活动，真正帮助企业实现供需对接，让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

构实现双赢。截至 2017 年 6 月底，通过宝安区金融超市的平台，

入驻金融机构共达成意向融资 276.9 亿元，业务成交 302 笔，成

交金额 50.085亿元。

不仅如此，为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宝安区委、区政府还提出

“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先进工业”，并率先在全国创立了

“工业红线”和“工业蓝线”，初步划定不少于 75平方公里的工业

控制线，并制定了《工业控制线管理办法》《工业上楼改革创新

方案》《重大产业项目土地整备改革创新方案》等一系列创新举

措，旨在加强用地保护，确保工业用地规模，保障制造业用地供

给，有序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质量引领 打造“宝安智造”产业集群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和珠江口东岸黄金发展轴上

的宝安，拥有“海、陆、空、轨”四位一体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优越的硬件环境和优质的政务服务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企业

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宝安，涌现出大族激光、华讯方舟、臻鼎科

技、长盈精密、信维通信等一大批领军企业，推动着宝安工业制

造完成从 OEM—ODM—OBM 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以电子信

息、机械制造、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导的独具“宝安智

造”特色的产业集群与现代产业体系。

统计显示，宝安现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22 家。2016

年，宝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 3131.88

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的 53.7%；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17%；机器人、数控机床、激

光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产值 628亿元。

宝博会作为宝安现代产业体系的集中展示平台，在总规模

达 37500 平方米的展区中，共设宝安智造馆与宝安形象馆两大

展馆，展区面积较 2016 年扩大了 30%。其中，位于 1 号馆的宝安

智造馆，划分出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展区、智慧通讯与物联

网展区、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展区、新材料新能源展区等 10 个展

区和体验区，汇集了创世纪、云洲、华讯方舟、亚太卫星、航盛电

子、鹏鼎控股、立讯精密、维沃通信、三诺电子、欣旺达、科聚新

材料、怡亚通、腾邦、深圳机场等一批来自生产制造、商贸流通、

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等宝安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上市企

业、百强企业等，全方位展示“宝安智造”实力。

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拓展，一批批重大项目落户宝安，成为

引领宝安产业发展的生力军。仅2017年上半年，宝安就引进了世

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5宗，集聚细分行业龙头企业18家，亚太

卫星、正威等20宗重大项目纷纷注册落户。包括两院院士入驻合

作、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合作、招商港口、特发集团、TCL、vivo 深

圳总部、哈佛康道营养干预、思贝克集团总部基地、浪潮集团、中

海智能装备科技产业园等在内的42宗涵盖智能制造、生命健康、

现代服务业、互联网、物联网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文化创意、城际产学研合作等多个领域的优质项目在本届宝博会

期间集中签约，协议总投资额约 555亿元，将为宝安经济腾飞注

入强劲力量，强强携手共建“产业名城”品牌。

在此次宝博会的央企展区中，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

限公司项目正是宝安重点招引项目的典型代表之一，总投资额

超过 100 亿元，有望在宝安引领千亿级卫星产业集群式发展。

未来，该公司计划在宝安建起一个全天候、安全可靠、自主可控

的亚太高通量宽带卫星通信系统，向国内外航空机载、海事船

载和陆地移动业务客户，提供高通量卫星资源和宽带卫星通信

服务，并计划于 2018 年底发射其第一颗高通量宽带卫星，2019

年开展卫星通信运营服务。

如今，宝安已从过去的“三来一补”经济升级到技术密集、

创新高地，华丽转身为以高端智造为导向的产业名城。统计显

示，宝安全区现有各类企业 26.7 万家，其中工业企业 2.94 万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233 家，年产值超 10 亿元企业 128 家，超

100 亿元企业 6 家。2016 年，宝安区实现生产总值 3003.44 亿

元，同比增长 8.8%。2017 年第一季度，宝安实现经济指标“开门

红”，全区 GDP增速 9%，高于全市 0.4个百分点。

··广告广告

2017 宝安产业发展博

览会宝安规划沙盘展示。

深圳市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园深圳市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园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
花。”盛夏，壮美内蒙古草原如歌如画，令人
迷醉。

“内蒙古的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
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也关系东北、华
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铿锵话语，至今在
内蒙古儿女心中回荡。

“我们一定要走好绿色发展之路，使内
蒙古的草原林海、沙漠雪原、湖泊湿地成为
聚宝盆，让内蒙古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空气更清新、人民更开心。”自治区第十
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大森林——
奏响绿色欢歌

李俊义再也不用砍树了。
“我每天在山上要走 20 多公里。”这位

砍了大半辈子树的牙克石市乌尔其汉林业
局工人，如今成了大兴安岭的护林员。像
他一样的林业工人有 16000 多名，现在已
有 13046人“转行”到了森林防火、管护、经
营等领域工作。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主体功
能 区 面 积 10.67 万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面 积
8.27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77.44％，
活立木蓄积 9.5 亿立方米，总面积、森林面
积、活立木蓄积量面积均居我国四大重点
国有林区之首。2015 年 4 月 1 日，大兴安
岭林区结束了长达 63 年的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历史，开始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修
复和建设为主转变。“我们养的森林猪在山
林里吃松子、喝泉水，住着统一规格的栏
舍，价钱卖得高，再加上一年培植木耳 20
万袋，员工的收入比以前要多出一大截。”
乌尔其汉贮木场主任刘鑫告诉记者。

如今，大兴安岭转型发展中的林区经
济蒸蒸日上，森林生态也得到迅速恢复：森
林面积提高到 3.73 亿亩，活立木蓄积量增
至 14.84亿立方米。

大沙漠——
演绎金色传奇

毛乌素沙地，烈日照射出殷玉珍与丈夫

白万祥躬着腰给树林打桠修枝的美丽剪影。
皮肤黝黑、双手结茧的殷玉珍，31年如

一日与黄沙“掰手腕”，这一“掰”硬是将6万
多亩沙海变成了绿洲，成为全国治沙女英
雄。“从开始栽树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想过要停
步，我会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继续栽下更
多的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殷玉珍说。

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分布着毛乌
素沙地、巴丹吉林沙漠、库布其沙漠、乌兰
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和科尔沁沙地、浑善
达克沙地，沙化土地遍布全区 12 个盟市的
90 个旗（县、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
分别占自治区总面积的 52.2%和 35.05%。

殷玉珍是千千万万个内蒙古治沙人的
缩影。“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工程先后
在内蒙古强力推进，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
减少”的成绩，赢得国际赞誉：浑善达克沙地
南缘山麓，一坡连着一坡的鱼鳞坑纵横交
错，目之所及，绿色绵延。这个距北京直线
距离仅 180 公里的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地
区，实现了由“沙中找绿”到“绿中找沙”的历
史性巨变；以路治沙的创举，让科尔沁沙地
治理每年以 70 万亩的速度推进，不仅改善
了农村牧区的生态环境，还让农牧民走上了
致富之路；呼伦贝尔科学治沙，用绿色锁住
了“黄龙”，大草原焕发生机；乌兰布和沙漠
西南缘已建成间隔长 110公里、宽 3至 5公

里的生物治沙锁边带；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建
成了间隔长350公里、宽3公里至10公里的
绿色防风固沙林带⋯⋯一项项壮举，给子孙
后代留下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大草原——
舞动吉祥哈达

锡林郭勒草原上，许多人是廷·巴特尔
的“粉丝”，因为这位扎根草原数十年的知
青，总能以先进的理念、大胆的创新，影响
和带动着身边的人们，不断追寻着发展和
保护之间的平衡。

廷·巴特尔家住阿巴嘎旗的萨如拉图
亚嘎查（意即“行政村”），他曾将一片盐碱
地改良为优质牧场，现在又响应自治区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召调整种养结
构。“我家有草场 5926 亩，按草畜平衡要求
可以养牛 103 头，我只养了 55 头，今年再
减 5头，给野生动物让路。”廷·巴特尔说。

他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在自家牧场
拍摄的视频《沙地中的花》《小狐狸出窝
了》《起飞的天鹅》⋯⋯“现在草场上有 270
多种植物，上百种野生动物。”他言语中透
着自豪。

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
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六大著名草原，让内
蒙古大草原的自然区域占到了中国草场面
积的 35%以上，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陆地生

态系统之一。
目前，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已经启动，内蒙古全区有 10.2 亿亩可
利用草原纳入补奖机制范围，其中禁牧休
牧 4.05 亿亩、草畜平衡 6.15 亿亩，每年获
得国家草原补奖资金逾 45亿元。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引导
和保障下，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将由原来
的粗放型，逐步向建设型、生态型的现代化
草地畜牧业转型。监测数据显示，内蒙古
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 44%，优良牧草占比
提高到 81.1%，野鸡、狐狸、狼、草原鹰等野
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接近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水平。

大湖泊——
演奏蓝色交响

“漫游呼伦贝尔草原，来到浩瀚的呼伦
湖边，传说她是少女呼伦所变化而成⋯⋯”
从北京自驾来此旅游的张先生与同伴们在
呼伦湖畔尽享湖光美景。

然而，治理前的呼伦湖可不是这样。
“前几年水位下降得厉害，别说捕鱼了，湖
心岛与湖岸都连到一起了！”呼伦湖渔业公
司总经理助理王志刚告诉记者。

呼伦湖作为千百年来润泽草原的北方
最大淡水湖，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与水资源，还是一道极为重要的生态屏
障。为此，内蒙古投资 20 亿元打出了一套
综合治理呼伦湖的“组合拳”。到了 2016
年 10 月，呼伦湖水域面积扩大，原本已成

“半岛”的湖心岛，又“回”到了水中央。
与此同时，内蒙古对所有受气候影响

最容易消失的水源地，都一一展开了治理，
使其面貌大为改观：黄河流域最大淡水湖、
全球同纬度最大湿地乌梁素海，再现清澈
湖水；干涸多年的居延海，随着黑河分水工
程的实施，再次成为茫茫戈壁上一块硕大
的“碧玉”；乌拉盖湿地、巴美湖、达里诺尔
湖、岱海等湿地重新焕发生机⋯⋯截至目
前，内蒙古已建立以湿地为保护对象的自
然保护区 83 处，保护湿地 133 万公顷，初
步建立起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如今，在内蒙古大地上，处处呈现白鹤
盘旋、野鸭戏水、蒲草茂盛的锦绣画面，生
态环境出现“整体恶化趋缓，治理区明显好
转”的崭新局面，如同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了
一道严密的生态安全屏障。

草 原 那 边 花 正 开
——内蒙古自治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陈 力

经过多年努力，内蒙古自治区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草原湿地恢

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横跨我国“三北”的生态屏障已初步建成。图为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初具规模的生态林场（7月 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