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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渝黔两省市签署《重庆市人民
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将
双方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实现新时代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告诉记者：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依，情谊相融。2013
年至今，贵州省共引进重庆市投资项目
2467 个，合同投资额 6797.2 亿元。渝黔
双方的产业合作,在投资贸易、农业、旅
游、金融、园区建设及电力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

近年来，渝黔交通网密度日益加大。
铁路方面，通道共6个，已开通的川黔、渝
黔，在建的渝怀，已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的新渝黔高铁、涪陵至柳州和昭通
至黔江 3 个项目，共筑双方合作快速通
道；公路方面,通道共9个,其中兰海国高
重庆至贵阳、酉阳至沿河、秀山至松桃、南
川至道真4 个已建成通车；航运方面,已

建成乌江干流乌江渡至涪陵河口段航道
Ⅳ级595公里。

根据此次签署的《重庆市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互动，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安全屏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深化重点领域产业合作，协力推进新
区园区合作，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继
续深化能源矿产领域合作，大力推进对外
开放合作，共同构建公平统一的大市场，
协同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力争到
2022年把渝黔地区建成内陆开放型经济
示范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生态
文明建设先行区，在西部地区树立省际合
作新典范。

据介绍，双方重点合作事项有9大部

分、54项内容。
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方面，

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协
同推进长江上游流域生态保护与生态
修复。

建立健全区域环境保护定期联席会
商机制、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污染防治联
动工作机制,共同搭建“信息互通、联合监
测、数据共享、联防联治”工作平台。

在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
共同打通东、中、西3条省际通道,共建毗
邻区县“一小时通勤圈”、重庆贵阳“两小
时交通圈”。

推进乌江沿线、渝东南—黔东北东线
通道建设,加快建成资源开发、旅游观光
及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

通道。
同时深化重点领域产业合作，比如大

数据产业以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
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贵州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载体，加强大数据
生产、应用及高端产品制造等领域合作,
共同开发高端芯片、先进传感器、云计算
等关键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软件产品。

在协力推进新区园区合作方面，建立
健全两江新区和贵安新区合作机制,加强
两江新区国内重要的功能性金融中心核
心区与贵安新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对接,促进双方在金融、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等领域全面合作。

支持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
税区与贵州“1+8”开放创新平台和基础
条件较好的产业园区合作,共同推进桐梓
(重庆)工业园建设,共建一批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产业转移合作园区。

此外，双方将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
区，推进两省市无障碍旅游区建设,重点
打造武陵山区国家级魅力地区,共同建设
乌江流域国家级旅游风景廊道。

《重庆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署

渝黔紧携手 合作上层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重庆市与贵州省将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重点

领域产业合作，协力推进新区园区合作，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

区，继续深化能源矿产领域合作，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共同

构建公平统一的大市场，协同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我们实现了全自动开
采，操控工在地面上通过大
屏幕就可以掌握生产状况，
利用键盘和鼠标控制工作面
智能化综采机组所有设备，
轻松完成割煤、推溜、移架
和运输等生产流程，彻底把
矿工从高危艰苦的工作环境
中解放出来。”在山东能源
枣矿集团滨湖煤矿指挥中
心，矿长邓涛对记者说，最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由于实
施智能化开采，彻底改变了
矿井沿袭多年的“三班倒、
打连勤”作业模式，采煤工
人“两头不见太阳”的生产
制度从此成为历史。截至3
月底，山东能源共有 26 对
矿井取消夜班生产。

在煤矿，夜班如果不采
煤，绝大多数无法达产。去
年，枣矿集团滨湖煤矿在采
煤工作面装备了全国首台套
薄煤层自动化无人开采机
组，打造了全国第一座薄煤
层“智慧矿井”，下半年便
取消了夜班。此举不仅没有
影响产量，工作面两班的采
煤量还达到过去三个班的产
量水平，去年扭亏增盈 1.6
亿元，扭转了建矿以来 10
多年的亏损局面。

在 滨 湖 煤 矿 指 挥 中
心，记者看到一名操作人
员正坐在总控台看着屏幕
操作着采煤机进行割煤，
大屏幕上分布着井下各个
角度的实时状况。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割煤、
推溜、移架、运输等工作均可通过地面键盘远程操
作完成，穿着白衬衫，在地面上就能采煤，而且较
传统工作面人均工效增幅195%，资源回收率达98%
以上，单面日产量可达到3000多吨，完全具备了月
产10万吨的水平。

安全是矿工的最大福利。去年以来，山东能源集
团累计投入41.3 亿元用于装备升级改造，综采、综
掘机械化率达到99.1%、59.8%，20个综采工作面实
现电液阀自动控制，13个工作面实现了自动化、智
能化开采，为取消夜班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
1007工作面采用新装备后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单班
单面作业人数由 30 多人压减到 10 人，但产量却由
3000余吨提升到1万吨。”枣矿集团付煤公司生产科
副科长卓俊勇介绍说，采煤工人不上夜班，不仅没因
班次减少影响产量，而且收入比以前还提高了 1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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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自助一体机，一张身份证，10
分钟即可拿到企业经营许可证。近日，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行政审批局服
务大厅内，记者见证了行政审批的“加
速度”。

近年来，新华区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改革的红利正在当地持续
释放。

“只要用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就能
进入微信服务平台，办事流程、所需材料、
审批时限一目了然，省时高效、方便快
捷。”在新华区行政审批局服务大厅，前来
办理手续的陈旭华对审批局的互联网便
民服务赞不绝口。

新华区行政审批局是新华区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于
2017 年 4 月挂牌成立，主要负责区发
改、教育和民政等17个部门107项行政
审批事务，实行“一个部门、一枚印章
管审批”。

新华区行政审批局局长王琳岩告诉
记者，自成立以来，审批局革除不合时宜
的陈规旧制，创新审批体制机制。不到一
年时间，审批件数量逐步上升。目前，新
华区企业申办营业执照由过去的平均 3
至5天出证，减少到1至2天取证，实现了
企业从申请到开业仅需13至15天。

新华区行政审批局开通了全国领先
的企业注册网上直通系统，将申报核名、
身份识别、信息录入、网上审批至银行开
户的全流程服务功能综合纳入，企业的材
料整理由至少1小时减少到10分钟。此
外，审批局还与银行合作，在工行、农行、
建行等10个网点安装政银服务系统和执

照打印机，为办事人提供就近办理注册登
记点。

近年来，为提升审批效率，改善营商
环境，新华区问计于民，多方寻计问策，努
力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上下功夫，不断为
市场主体松绑减负、简除烦苛。

程序进一步简便。如今，企业开办者
可在“由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窗口、街道
便民服务办理窗口以及10个政银合作网
点办理窗口构建的立体审批网络”和“一
公里审批服务圈”内自行选择，就近申办
并领取证照，并可在家中申报，实现不出
门即可办证。

流程进一步透明。办事对象可通过

手机 APP 及时查询，并根据审批进展短
信提示，了解办理进程，及时就近取证，真
正实现了“只进一次门，最多跑一次”。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新华区注册登记
企业 14651 个，个体工商户 13681 个，引
进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
销售河北分公司、中燃宏洁河北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等企业。

“行政审批改革，让的是部门的利，带
来的是企业成本的减少、发展环境的优
化。”王琳岩表示，政府部门只有摈弃过去

“政府动动嘴，百姓跑断腿”的作风，才能
真正达到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目
的，并为社会经济发展助力。

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十分钟可拿到经营许可证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姚 进

与伴随国家政策节拍应运而生的文化产业基地不
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深圳大芬油画村因市场而
生也因市场而变，这里的商业油画闻名海外，如今正以
原创油画为核心走向高端化、品牌化、原创化发展，形
成艺术繁荣、产业融合的独特优势。2018年10月，旨在
打造油画艺术领域开放融合的新平台，推动世界艺术
走进大芬，大芬文化走向国际，实现中西文化互助双赢
的首届中国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将在大芬精彩亮相。

打造展览交流高端品牌

大芬油画村早期以临摹油画为主，近年来，随着原
创艺术的跨越式发展，已形成完整的原创产业链。举办
高规格高水准的展览交流活动，就是鼓励和扶持原创
发展，打造文化艺术高端品牌的举措。

大芬油画村是全球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2000
年后因油画产业发达而闻名，世界各地的订单不断，全
球很多国家都在销售大芬的油画产品。当时，大芬的作
品多为粗放型、低端型的临摹复制，艺术价值难以体
现。到了2007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需求
锐减，主销海外的大芬感受到寒冬来临，市场倒逼大芬
加快谋划自救之路。与此同时，大芬积极鼓励原创，探
索产业与原创协调发展，提高原创性和艺术性。

敏锐把握市场的变化，大芬油画村及时寻找艺术
发展新方向，辅以一系列高端展览交流配套服务，有效
推动大芬本土油画家转型，持续扩大大芬原创品牌影
响力。早在2004年，首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开始，大芬油画村就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合作，把

“中国美术院校师生作品展”等一系列全国性展览放在
大芬举办。2012 年，大芬油画村举办首届全国（大芬）
中青年油画展，成为我国油画艺术界的标志性事件。截
至目前，该展连续举办六届，对全国优秀作品的虹吸效
应不断显现，已成为深圳乃至全国油画界具有代表性
的品牌项目。数据显示，前五届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
展共征集到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港台地区
的画家投稿作品15184件，复评入选作品620件，其中
来自大芬画家的作品49件。目前，大芬油画村已拥有
300多名原创画家、32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76位省
级美术家协会会员，形成全国范围内优质的艺术人才
集群。在近5年的国内重量级展览中，大芬原创作品频
繁出现，百余幅入选国家级和省级美术展。

即将举办的首届中国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由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导，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龙岗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意在形成具有艺术
性、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展览品牌。展览在征集作品的风
格上推崇创意、彰显个性，期待更多观念更新、技艺精
良的作品能够入选。在展览空间的选择、展览的策划设

计上都以国际一流水准来要求，就是希望通过两年一
届的国际大展，让大芬成为中外油画艺术家深入交流
的平台，把大芬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向全球，成为海内外
油画家进行艺术交流和学术交流的好地方。

推动艺术繁荣与产业融合

艺术是魂，产业是根，大芬油画村的良性发展基于
坚持艺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并行。紧跟市场的脚步，大芬
油画村以原创艺术推动创新发展，成长为深圳文化产
业的领头羊，先后被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

（美术）产业示范基地，是广东省美术部落集群的代表
性基地，也是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

为了服务艺术创作，2007年，深圳市政府、龙岗区
政府投资近1亿元建设了大芬美术馆。十多年来，这座占
地面积达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的美术
馆，成为引领大芬美术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成为大芬
原创画家走进艺术殿堂的展示平台和窗口，每年举办不
同规格和层级的专业展览30余场，观众达43万多人次。

今天在大芬，各级画展、国际性交流成为常态，还形
成“艺术+科技”“艺术+旅游”“艺术+体验”等发展模式，呈
现出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只有0.4平方公里的大芬油画
村现有1200多家画廊、工作室以及画框、画布、颜料等绘
画材料门店，形成了以油画为主，附带书画、刺绣、雕塑艺
术品及其他工艺品经营、上下游产业链条较为完善的文
化产业基地，2017年交易额达到了41.5亿元。

新变化、新成果的背后体现着大芬油画村对原创
的追求与珍视。原创是源头，人才是关键。大芬油画村
的未来发展之路是尊重知识产权下的原创之路。为了
改善大芬油画村画家的居住和创作环境，留住更多优
秀的艺术人才，2007 年龙岗区政府投资近 9000 万元
在大芬油画村兴建公共租赁住房268套。2013年，深圳
绘画职业技能竞赛落户大芬，根据深圳市人才引进政
策给予相应积分，更加便利地解决了包括大芬画工在
内的深圳市美术工作者的入户需求。大芬油画村还启
动美术作品版权备案登记机制，上百家企业签订数字
版权登记备案合作协议，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让
原创画家无后顾之忧。

深圳市龙岗区还针对大芬油画村专门编制《大芬
国际艺术城区城市设计方案》和《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
合发展规划》，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带动和引领大芬转
型升级。其中，在外部环境上，通过艺术化、生态化处
理，对周边建筑功能进行梳理，实现建筑空间、产业空
间、生活休闲空间、城市公共空间和地下空间“五位一
体”发展，形成环境宜人，艺术氛围浓郁，又能集聚人气
的艺术村落核心。

除了原创能力日益强大，大芬还以开放的心态积

极拥抱互联网，推动油画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微大
芬、掌上大芬、艺术寻宝、创意集市等一系列与互联网
相关的平台在大芬涌现。据统计，目前在大芬开通互联
网平台的画商达到60%以上。

在国内开枝散叶，创造佳绩的同时，大芬与国际接
触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大芬油画村主动走出
国门，对外输出高端油画，展现文化自信、文化自立的
中国精神和魅力。其中，从2014年开始，大芬油画村每
年与美国专业机构合作，向美国展示原
创油画品牌，2016 年在美国加州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的“天下华灯”嘉年华上，
还专门设有“大芬油画”专馆，同期举行
的“艺术大芬美国交流展”上，近千件大
芬油画作品亮相，大芬原创艺术家走进
展场与观众互动。

首届中国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的主题
是“开放与融合”，参展作品将来自世
界五大洲，遴选各国有影响力的艺术
家及其代表作。期待这场展
览能带来创意、个性、观念、
意识上的碰撞，让海内外艺
术家彼此影响、
彼此提升，达到
和谐共处、多元
融合、互助双赢
的目的。中国实
行对外开放的政
策以来，为中西
文化的交流搭建
了更广阔的平
台，与世界更加
紧密相连。举办
国际油画双年
展，就是要以开
放的姿态 融 合
全球各地文化
精华，加深各个
国家、民族对这
个时代更多的思
考和参与，展现
文化的多样性和
多元性。

大芬双年展大芬双年展：：打造油画艺术开放融合新平台打造油画艺术开放融合新平台

··广告广告

图为大芬油画村一角图为大芬油画村一角。。经过一系列的环境改造经过一系列的环境改造
提升提升，，这里已经成为环境宜人这里已经成为环境宜人，，艺术氛围浓郁艺术氛围浓郁，，又能又能
集聚人气的艺术村落核心集聚人气的艺术村落核心。。

图为大芬油画村一角图为大芬油画村一角。。这里曾因这里曾因
商业油画闻名海外商业油画闻名海外，，如今正以原创油如今正以原创油
画为核心走向高端化画为核心走向高端化、、品牌化品牌化、、原创化原创化
发展发展，，形成艺术繁荣形成艺术繁荣、、产业融合的独特产业融合的独特
优势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