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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与甘肃省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敦煌行·丝绸
之路国际旅游节在甘肃嘉峪关开幕，
来自“一带一路”相关 52 个国家和地
区的旅游部门负责人、旅行商、投资
商共商丝路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事
宜。甘肃 14 个市州也将集中举办文
化、旅游、体育、康养、民俗等 55 个
分项活动，以节会效应带动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

“我们将把发展文化旅游业作为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实现
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强省的转
变。”甘肃省省长唐仁健表示，将发挥

“老天爷”赋予的得天独厚的自然遗
产、“老祖宗”留下的独一无二的人文
遗产、“老百姓”创造的独具风情的民
俗文化、“老前辈”传承的独树一帜的
红色文化等资源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知
名、国内一流的丝路旅游目的地、户外
体验大本营和自驾旅游黄金线。

一个节会搭建旅游合作新平台

“节会不仅提升了敦煌和甘肃作为
丝绸之路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还展示了
历史与现代中国，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
重要地位。”世界旅游组织新闻部主任
马赛洛·瑞斯在第八届敦煌行·丝绸之
路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上表示，这个节会
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
国际合作的平台。

甘肃省旅发委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甘肃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 9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635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长 22%和 28.5%。增长迅速不仅是
甘肃旅游业上半年呈现出的特点，也
是过去七八年里甘肃旅游发展的关
键词。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敦煌行·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的“节会效应”。
记者了解到，该节会是国家批准的全国
唯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常设性旅游节
会。自 2011 年以来，经过连续七届的

持续打造，已成为服务丝路相关国家和
地区以及国内相关省区市旅游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

据统计，前7届敦煌行·丝绸之路
国际旅游节举办期间，甘肃省共签约各
类旅游项目1228个、金额达6000多亿
元，接待游客1.25亿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805.19亿元。

“8年来，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
游节规模不断壮大，得到了全世界旅游
业界的充分认可和广泛参与，已经成为
甘 肃 乃 至 中 国 旅 游 的 一 张 靓 丽 名
片。”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杜江表
示：“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旅游业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
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夯实‘一带一
路’建设民意基础。”

借助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
这一平台，甘肃丝路旅游已不是“西出
阳关无故人”的孤独与悲凉，更多的则
是“丝路之上皆兄弟”的往来与温情。
今年旅游节，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受邀
成为主宾国。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特别代表、国家
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尤索诺夫·阿卜杜
玛吉特在旅游节开幕式上说：“我们把
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当作推介
旅游产品、建立商机的平台，该平台促
进了全世界旅游专家交流经验、商讨旅
游问题、拓展旅游机遇。”

一句口号引领文旅融合新业态

今年以来，很多人注意到，甘肃的
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变成了“交响丝路、
如意甘肃”。甘肃地形如一柄精致的

“玉如意”，那么“交响丝路”又作何
解释？

对此，唐仁健的解读是，甘肃自
古作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陆路通道，绵
延 全 省 1600 公 里 的 丝 绸 之 路 黄 金
段，不断传诵着千年古韵与时代脉动
辉映的“交响诗”，亘古鸣奏着民族
风情与宗教艺术叠加的“交响曲”，
始终回响着东方中国与西方世界融合

的“交响乐”。从中不难发现甘肃厚
重的历史文化在推动旅游发展中的作
用，同时在产业发展的实践中，甘肃
正在奏出一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

“交响曲”。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甘

肃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中提出，将通过建设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基地，打造以省内 20 个大景区为主的
100个精品景区，以8个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50 个全域旅游示范区、20 个旅
游强县、30个旅游名镇为主的100个旅
游名城名县名镇，建设100个文化、体
育、生态、工业、农业、康养业态融合
创新示范基地。

同时，甘肃将全面提升敦煌文化产
业园等 9 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
26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建设水
平，把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创建成为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力争到 2020
年再创建 3 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
地。此外，通过加强政策引导，甘肃将
建设一批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并整合全
省影视基地和外景地拍摄资源，建设一
批集拍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影视教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影视创作
生产基地。

在开发文化旅游商品方面，甘肃
将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元素
和价值内涵，鼓励企业开发地方特色
鲜明的系列文创产品、数字旅游产
品、民俗工艺品、生活化艺术品、旅
游商品和纪念品，不断提升文化旅游
商品的艺术性、纪念性、实用性、便
携性，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扶持培
育一批文化旅游商品研发、生产、销
售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扩大文
化旅游消费。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甘肃省特
色旅游商品将达到 1000 种以上，评选
命名“甘肃旅游推荐商品”100 种以
上，各市州畅销旅游商品达到 10 种以
上，每个大景区至少开发2个标志性旅
游商品，旅游购物收入达到旅游总收入
的三分之一左右。

一条通道打造南向旅游新品牌

6月20日，甘肃、重庆、广西、贵
州四省区市旅发委以及东盟丝路新使者
文化旅游联盟在甘肃嘉峪关共同成立

“南向通道旅游推广联盟”。该联盟将大
力推进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沿线国家
和地区旅游产业深度合作，积极促进通
道沿线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推广和联合
营销。

在此之前，甘肃已提出推进文化旅
游南向通道建设，联合渝桂黔等省区市
及东南亚国家共同打造西起甘肃，经重
庆、贵州、广西至中南半岛国家的主题
旅游线路产品，携手打造南向通道国际
旅游品牌。

根据相关规划，甘肃将利用区位、
交通、旅游资源等优势，与南向通道沿
线地区联合推出资源互享、优势互补、
特色鲜明、“一程多站”的南向通道礼
佛之旅、自驾之旅、交响丝路体验之
旅、高原避暑养生之旅、文化研学之
旅、智慧之旅六大主题旅游线路产品。

通过与渝桂黔等省区市以及新加
坡、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互建旅游落
地营销中心，甘肃将常态化宣传旅游线
路和展示产品；在各方旅游官网及社交
媒体开设南向通道旅游推介窗口和专
题，陆海内外联动、线上线下互动。同
时，甘肃将与渝桂黔等省区市及新加坡、
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签署合作协议，
积极推动旅游线路互连、客源互送、节会
互参、市场互享；鼓励旅游企业之间开展
业务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丰
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

“我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旅游交流
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发展平台，促进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
路特色的旅游产品，促进相关各国旅游
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杜江表示，甘
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和天然走廊，文化和旅
游部将支持甘肃建设特色鲜明的丝绸之
路风景廊道。

携手打造南向通道国际旅游品牌

甘肃：借丝路旅游补齐短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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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通
过跟进创新平台重大项目、设立“粤港
澳跨境业务创新基地”等，不断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注入金融活水。据统计，
截至4月末，该行在粤港澳大湾区授信
总额达 8772 亿元，贷款余额达 3154
亿元。

自 2017 年广东省政府确定“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重点建设项目以来，农
行广东分行重点跟进位于广州的大学城
—国际创新城、中新知识城、科学城等
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以及位于东莞的松
山湖、滨海新区等6个重大项目，并为
科技型、创新型、高成长型优质中小企
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大湾区向科
创中心转型。

“虽然我们拥有核心竞争技术，发展
势头很好，但面临科创企业的共同难题，

缺乏优质抵押物，融资难。”东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多亏农
行广东分行提供1.8亿元授信，解决了公
司资金难题。”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
深科技创新走廊”上的东莞松山湖高新
技术区，这里正吸引大批科技企业入
驻。农行广东分行针对园区内科技企业

“轻资产”等特点，积极探索适合高新
企业的融资模式。目前，该行在松山湖
高新区各项贷款余额16.48亿元，有力
地支持了高新科创企业发展。

“以前企业筹集资金往往需要 2 个
月到3个月，现在通过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当天就可以到账。”珠海兴业
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郭扬阳
介绍说。目前，农行广东分行已累计为
该公司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4.97亿元，为其海外项目建设提供了强
大支持。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金自由
流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及低成
本的融资服务，农行广东分行在南沙、横
琴均设立了“粤港澳跨境业务创新基
地”，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自
贸政策优势，在系统内率先推出境外人
民币贷款、外币境外贷款等多项创新产
品，降低了企业投融资成本，提高了金融
服务效率。

据了解，广东自贸区成立3年来，农
行广东分行累计为南沙和横琴新区基础
设施建设及区内企业发放贷款超百亿
元，为区内各类企业提供了全球现金管
理、贸易融资、外汇交易、涉外融资、国际
结算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助力粤电集
团、美的电器、珠海港、兴业绿建等一批

企业成功融入国际市场。同时，农行广
东分行还为超过100家企业提供跨境人
民币资金池服务1330亿元、跨境参融通
820亿元、境外本外币贷款50亿元，支持
广州地铁、越秀集团、粤电集团等 20 余
家企业全球经营的融资需求。

去年以来，农行广东分行在基础设
施建设、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发
力，助力构建宜居生态湾区。

同时，农行广东分行重点关注湾区
在建、拟建及扩建的机场、港口、桥
梁、高铁、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
地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开辟随到随审“绿色通道”，先后提供
32亿元、25.5亿元银团贷款助力深中通
道、广佛肇等交通线路建设，为广州地
铁14个项目建设累计发放贷款约70亿
元，以推进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农行广东分行向科技型、创新型、高成长型优质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服务——

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金融活水”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谭 琼 葛 卉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
韦秋莹报道：日前，广西中检食品
检测有限公司、北部湾检测认证
公共服务平台、北海市国家外贸
转型升级专业型基地（水产品基
地）公共试验检测服务平台三大
平台公司落户北海海洋产业科技
园区。三个检测机构平台的建
立，标志着北部湾检验认证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将
更好地为北海市的食品安全提供
更有力的保障，为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的海洋产业发展提供检测认
证服务和技术支撑。

北海海洋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谢文介绍，引进中检广
西公司，搭建北部湾检验认证公
共服务平台、北海市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水产品
基地）公共试验检测服务平台后，
双方将通过基础设施共建共用，
着力打造科研服务平台和产业示
范基地，更好地服务属地政府、服
务辖区群众，加快形成食品安全
共建共治共享，在食品安全检测、
水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通过建设农食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测体系、农食产品质量
安全溯源系统、北海市快速检测
系统、海洋生物质量安全技术培
训中心，中检集团广西公司将打
造一个集检验、检测、校准、培训、
咨询、设计等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海洋生物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
台，发挥中国检验认证国家队作
用，为北海海洋产业的发展和全区食品安全作出更大贡
献。”中检集团广西公司总经理黄永成说。

北海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水产品基
地）公共试验检测服务平台建成后，将食品检测作为发展重
点，加大对食品检测实验室的投资力度，提升检测能力，通
过的认可项目从486项增至4500多项。以此为依托，该平
台检测业务辐射广西各地水产品进出口企业。目前，平台
已与20多家水产外贸企业签署优惠协议，攻克检测技术难
关，助力出口企业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发展。

近年来，海洋产业园区围绕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局，引
进多家国内顶尖海洋类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打造南方海
洋科技城和向海经济重要载体。“此次广西中检食品检测进
驻海洋产业园区，进一步加强了北海市与国内尖端检测机
构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增强了全市海洋科研检测实力，促进
了全市科技服务业升级发展，对构建北海现代海洋产业生
态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谢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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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景区的
门票价格降低了，在全国5A级景区中率先降价。“我们已
经摆脱‘门票经济’的束缚，转向创意、体验、培训等更宽广
的领域。”山东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

“弱冠既加，如之栋梁。道义不辞，大任始承”。近日，
山东省实验中学国际部2015级74名学子在曲阜市颜府体
验中心内举行了成人礼，在极具仪式感的誓言声中完成了
一场互动研学之旅。

在当天的研学游活动中，学生们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
是在曲阜面塑技艺传承人张磊手把手的指导下，了解孔子
圣像的沿袭变化。除此之外，体验印刷术、古琴艺术以及祭
拜孔子等活动，都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我们正努力从以前‘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单一旅游
模式向多元化、可观瞻、能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模式转变。”曲
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韩凤举介绍，近年来曲阜不断拓展以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的研学游和传统文化培训，先后推
出“跟着孔子去游学”“研学曲阜 快乐成长”等数十个研学
游品牌，“三孔”景区被授予“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称
号。“据不完全统计，曲阜研学旅游接待数量增幅是传统观
光游的 2 倍，研学游在曲阜停留时间是观光游的 3 倍至 5
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更是数倍于传统观光游。”韩凤
举说。

从深度发掘刻印文化，本土企业孔府印阁借力互联网
平台赶超印章行业领头雁西泠印社，实现日销印章 3000
枚，年创产值突破1亿元；到“曲阜国际文化慢城”串起乡村
旅游线路，在打造慢客仁家、孔学堂等乡村儒学旅游品牌的
同时，引入慢递、慢餐、慢学校等国际化时尚元素；再到尼山
圣境等文化航母强势落地，形成集学术、旅游、体验等于一
体的综合文化平台……曲阜的文化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
蜕变。

“守着门票吃老本，不仅脱离时代、收益甚微，更限制了
文化产业的发展想象力。”刘东波表示，曲阜正大力推进“文
化+”“旅游+”战略，培育丰富文化新业态。2017年，曲阜
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增加值32亿元。

做大文化项目，激发产业新动能。干部政德培训基地
是曲阜打造的“政德、师德、青少年、企业家”4大教育
培训基地之一。政德基地已经起步，师德基地依托曲师大
正在建设的中国教师博物馆开展师德建设，青少年基地依
托“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打造研学文化旅游项目，企
业家基地则依托孔子礼仪文化学校等培训机构，吸引国内
外企业家来曲阜探寻儒家智慧、塑造企业文化。

为了丰富当地旅游资源，曲阜还全力推动大文化项目
建设。国家重点旅游项目“尼山圣境”，以阐述孔子及儒家
思想为宗旨的孔子博物馆都在加快建设中，同时启动了三
孔彩绘、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物保护项目。这
些项目不仅构筑起曲阜讲好“儒学故事”的新平台，更将成
为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三孔”景区门票下调——

山东曲阜加快培育文化新业态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梅 花

游客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