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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安徽合肥滨湖新
区的金融港“融·智汇”金
领家园，一场专为企业员工
开设的摄影讲座赢得了台下
阵阵掌声。“我在公司负责
文化宣传，今天听了讲座很
受启发，为以后开展工作打
开了思路。”合肥华拓金融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员工余晓
君说。

目前，合肥市滨湖金融
产业集聚区已落户大型金融
机 构 总 部 、 综 合 基 地 24
家，金融类中小企业100多
家，集聚金融产业人才近
10 万人。为更好地向金融
企业和人才提供服务，包河
区滨湖功能区党工委在金融
港打造“融·智汇”金领家
园，设立“一站式”服务
区、集中展示区、党群服务
中心、党员活动室、社会组
织集中办公区、青年健身中
心等功能区域，聚焦党群、
政务、生活、公益、双创五
项服务，突出“引领、服
务、凝聚、成长”四个主
题，积极引进社会工作组
织，提供专业社工服务。

作为安徽省首家企业社
工试点，“融·智汇”金领
家园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主
要是青年，多是金融行业从
业人员，这对社会工作的专
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周宝
艳是从爱邻社派驻到“融·
智汇”金领家园的一位企业
社工，“我们主要以包河区
第三届社区公益创投益企联
盟项目为切入点，重点针对企业员工8小时工作之外
的需求，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开展活动，包括员工情绪
管理和心理健康管理、员工工作能量激发提升、人际
关系调剂以及相关资源链接、青年联谊、社会公益
等，发挥金领家园‘加油站’和‘减压器’的作
用。”周宝艳说。

目前，“融·智汇”金领家园由包河区滨湖功能
区党工委牵头，联合滨湖世纪社区商圈党委、光谷
金融港共同运营。近日，包河区金融产业联合会揭
牌成立，金领家园浦发站、金领家园云创社也正式
启用，打通了服务金融企业和金领人才的“最后一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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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湖北经济成色亮眼：供
给质量越来越高、“体型”越来越优、新动
能焕发新活力。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说：

“我们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好经济
工作的根本要求，努力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以动力变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
断增强湖北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努力在
转变发展方式上走在前列。”

向改革要活力

日前，湖北景瑞天恒生物科技公司拿
到了全省首张环保审批豁免管理通知书，
这意味着企业正在建设的微生物制剂项
目不需要做环保审批，就可以开工建设。

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在全省首推“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负面清单和豁免清
单”，纳入负面清单的 31 个项目类型，原
则上一律不予环保审批，但纳入豁免清单
的 38个项目类型一律无需环保审批。对
于这些豁免环评的项目，宜昌将实行更加
严格的事中和事后监督。

不靠边、不沿海，开放一直是湖北的
短板，扛起全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
旗，自贸区责无旁贷。“把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把创
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湖
北省委态度明确，思路清晰。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聚集
区”，这是国家批复设立湖北自贸区时的
重要定位。得益于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湖
北自贸区成为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沃野之
地。挂牌一年，湖北自贸区以 0.065%的
国土面积实现了全省 31.4%的合同利用
外资、29.6%的进出口总额。

更令人欣喜的是，自贸区正成为高技

术产业的密集区，迸发出日益强劲的高质
量发展动能。一年来，武汉、襄阳、宜昌三
大片区共新增市场主体 13017 家。“个个
都是‘精品’。”集成电路、软件、新能源汽
车、高端数控装备、海工装备、生物制药
……一个个时代特色鲜明的产业，正在构
筑湖北新优势。

眼下，湖北省科技厅正搭建一个信息
管理平台，对各类创新基地实行积分制管
理，利用“积分制”给创新基地“画像”，积
分越高，补助奖励就越大。

湖北省质监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王运
明这两天正忙着与省工商局对接数据共享
一事。过去，因为部门之间的壁垒，“信息
共享”推进艰难。湖北将打破“信息孤岛”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一环，建立湖北
政务服务网，把数据放到台面上共享。

湖北的“放管服”改革正在向深水区
挺进。“企业注销压缩至 3个工作日；工业
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压缩至 50 个工
作日；企业不动产登记，3 个工作日内办
结。”7月4日，湖北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为优化营
商环境“放大招”。

湖北出真招、出实招，以持续深化的
改革，激发更大的发展活力。今年一季
度，全省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民间投资占
全部投资的60.8%，同比增长11.6%。

向创新要动力

日前，记者在国家网络安全创新基地
看到，装在 8 个集装箱里的 2000 多台服
务器正一刻不停地接收处理数以亿计的
数据信息。同时，比这大100多倍的武汉
超算中心已经全面开建，未来将装下 2.5
万台机柜、30 万台服务器，可以满足华中

地区所有的计算、存储、超算等业务需求。
位于武汉临空港的网络安全创新基

地，未来不仅是超算中心，更将成为中国
网络安全的“人才基地”。在湖北，其他三
家“国字号”产业基地——武汉国家存储
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航天产业基
地建设也进入了大提速阶段，吸引投资超
过4000亿元。

几天前，华中首个全产业链工业设计
园区“D+M 小镇”在武汉开园，湖北的工
业设计有了自己的全产业链平台。

大到国家级产业基地，细到设计环节
的综合平台，湖北的新动能欣欣向荣。同
时，放眼根基深厚的传统产业，湖北在

“破”字上也在下功夫。
最近，荆门市沙洋明弘玻璃有限公司

附近的居民发现，车间不再冒烟了。荆门市
在淘汰4家企业15条落后生产线的同时，
以“等量置换”方式，新建2条先进的浮法玻
璃生产线，生产低污染、高附加值产品。

黄石市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引进新兴
产业。仅仅 4年，这个以“黑粗重”产业为
主的工矿城市，摇身变为以矿产品深加
工、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立市的
经济结构转型示范城市。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转型定力，来自湖
北省委、省政府善用“指挥棒”，为各地坚
决卸下“政绩包袱”，评价各地工作绝不简
单看 GDP 指标，更要看新发展理念落实，
更注重发展质量和绿色系数。

去年，湖北开始实施“万企万亿技改
工程”，力争 3 年内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投资达万亿元以
上。短短一年间，全省技改投资 4959 亿
元，同比增长61.1%，增速中部第一。

与此同时，湖北还着眼未来，抢占前
沿风口。去年，《湖北省万亿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进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将发力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材料、
绿色低碳、数字创意六大产业 16 个高端
细分领域，将湖北建设成为中部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核心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高地。

从钢产量到硅含量，从工业化到信息
化，从制造到“智”造，今日湖北，新动能
闪耀。

向绿色要后劲

6月份，在武汉东湖片区，全国首条最
长深层污水传输隧道开始全面施工。这
项“超级工程”建成后，东湖核心区周边的
污水将坐上这条“特种地铁”，进入北湖污
水处理厂，使东湖污水实现“零排入”。

今年，武汉市一共有 446个治水项目
同步推进。其中，一半以上是瞄准长江水
生态修复的重点湖泊水环境治理工程。

顺长江而行，湖北针对非法码头、非法
采砂、非法采矿、非法排污、非法捕捞等环
境突出问题加大整治的行动正如火如荼。

目前，黄冈市提前完成105个小散乱码
头拆除，99处非港区岸线清理、生态复绿任
务；承接孝感市60%以上城市污水的长江
支流府澴河综合治理工程也开始启动。

协同推进长江大保护，需要形成合
力，也要善于创新。在鄂州，梁子湖周边
的228个村正加紧建设污水处理设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意
识也正影响着湖北的沿江城市、企业。荆
州启动“一城三区、一区多园”建设，计划
到 2020 年，先导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全市的80%以上；宜昌在对长
江沿线化工企业“清零”的同时，同步推进
长江沿岸生态廊道建设，九大民生环保项
目集中开工；黄冈的晨鸣造纸项目也在不
久前重新设计了方案，增加了数十亿元的
环保投资。

“我们已经公布了湖北长江大保护十
大标志性战役的工作方案，涉及沿江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方
面。”湖北省省长王晓东表示，湖北要坚定
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长江
真正建设成生态廊道。

以动力变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湖北：动能加速转换 经济成色亮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陈 航

湖北省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向改革要活

力，向创新要动力，向绿色要后劲。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展开万

企万亿技改，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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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吉林省，是东临大海每天迎接第一缕阳光的
地方。群山连绵，江河婉转，神秘而富饶的疆土保持着原
生态的自然气息，四季都拥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春季
山花烂漫，绿意盎然，是踏青赏花的浪漫原乡；夏季秀水
青山，22℃的夏天凉爽宜人，是消夏避暑的休闲胜地；秋
季云淡风轻，色彩斑斓，是赏枫摄影的醉美佳境；冬季雾
凇绽放，雪舞温泉，是风情浓烈的滑雪天堂。

山水清奇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天然的生态屏

障，是北方各族人民栖息繁衍的文化圣山和心灵圣地，
原生、原态、原始。莽莽林海，瀑布飞湍，温泉星罗棋布，
地下森林静谧幽深。一抔天池水，疑似天外来。松花江、
鸭绿江、图们江，带着雪山的清冽，自长白山而下，蜿蜒
前行，在吉林大地上铺展出各具风情的旖旎风光；西部
河网密布，湿地与湖泊交相辉映，鱼虾鲜美，水鸟栖息，
人在山水间，仿若流连在隽永的丹青画卷。

森林清谧
吉林人怀质抱真，崇尚“天人合一”。这片黑土地与

原始森林相伴相生，孕育了林间的奇花异草，珍禽瑞兽，
生成了地下的煤、铁、石油和矿泉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到44.3%，东部山区超过85%。在纯净中荡涤呼吸，在苍
莽中体验穿越，在葱郁中宁静心灵，在静谧中重获生命
源动力。

田园清馨
广袤肥沃的黑土地上，处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千里沃土、万亩良田；吉林人形成了乐享农
耕、悠然自得的生活理念。插树岭旁，圣水湖畔，特色小
镇，现代农庄，品味生态绿色的瓜果蔬菜，体验清新健康
的人居环境，感受心旷神怡的田园生活。

文化清醇
这片黑土地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诸多奇迹。从头到

脚流淌着原始、深邃、神秘的血液。吉林人用“祭山”与自
然沟通，延续了“木邦文化”；用“祭湖”向自然祈福，保留
了“渔猎文化”；吉林人用“祭天”向自然膜拜，传承了“萨
满文化”。从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到新时代的文化繁荣，
吉林的文化脉络清晰而朴实，吉林的文化底蕴清净而醇
厚。

生活清逸
吉林大地上聚居着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个少

数民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营造了“幸福吉林”，他们以
独特的民俗创造了“风情吉林”。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吉
林人骨子里透着乐观，话语间带着幽默，民风淳朴、民情
醇厚。枕良田观星斗，伴山水入梦乡，慢生活，恬淡安逸；
以山珍物产为食，取火山温泉入浴，大康养，舒适怡然。
与吉林相约一夏，体会山水福地中的现世安稳，品味世
外桃源般的岁月静好。

舌尖清香
高山、森林、湖泊、湿地，完好的自然生态，孕育出丰

饶的物产，多样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材料。
一年一开花，一次一结果，日升月落的轮回，四季更迭的
守护，将吉林农作物的营养和品味推向极致。无论是广
阔林海的野味山珍，纯净水域的鲜美鱼虾，还是黑土地
滋养、矿泉水灌溉的吉林大米，天精地华、神山庇佑的百
草之王，经过吉林人的巧手烹制，都成为独具吉林味道
的珍馐佳肴。无论是松花湖鱼中的蒿草，还是朝鲜族冷
面中的冰碴，无论是树上的松子，还是林间的野菜，无论
是黏米做成的甜豆包儿，还是大豆酿成的咸酱汁儿，吉
林味道，源于吉林人对自然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
吉林很美，我在等你！
“清爽吉林·22℃的夏天”精品线路推荐
神山圣水守护着吉林，自然生态成就了吉林，人文

民俗升华了吉林。近年来，吉林省逐步形成“长白山生态
旅游中心”和“长吉旅游经济中心”双核驱动的空间布
局，东、中、西三大旅游发展区互为支撑，长吉图休闲度
假、鸭绿江边境风情、南部文化康养和草原湿地生态四
条精品旅游带贯穿全域，旅游热点在吉林全境遍地开
花、精彩绽放。

◎线路一：长吉图精品度假游

代表景点：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伪满皇宫博
物院、长影世纪城、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吉林（松花湖风景名胜区、松花湖国际度假区、蛟河
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桦甸红石湖国家森林公园）

延边（敦化六鼎山文化旅游区、安图朝鲜族民俗村）
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特色美食:长春元盛居火锅、真不同酒店、鼎丰真；

吉林乌拉街火锅、满族八大碗、蛟河庆岭活鱼；延边冷
面、泡菜、酱汤、打糕、糯米鸡饭。

◎线路二：长白山文化康养游

代表景点：长春（凯撒森林温泉）
通化（辉南三角龙湾、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通天山

葡萄酒文化产业园、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
白山（长白山国际度假区、长白山鲁能胜地、锦江木

屋村、仙人桥温泉度假区、露水河国际狩猎场）
长白山（西景区、北景区、二道白河风情小镇）
特色美食:通化葡萄酒；特色农家菜、彪哥大煎饼、

蒲公英根茶；人参宴；龙卧春人参酒、板石牛板筋；长白

山汉江朝鲜族饭店、关东情演艺餐厅。
◎线路三：草原湿地生态游

代表景点：长春（农安剑鹏马城）
松原（查干湖、乾安泥林）
白城（科尔沁草原、向海湿地、莫莫格湿地、嫩江湾、

大安百台机车陈列馆）
特色美食:查干湖胖头鱼；铁锅炖鱼；全鱼宴；全羊

宴；全牛宴。
◎线路四：边境风情自驾游

代表景点：1.图们江中俄朝边境风情：长春—长白
山（北景区）—延边（图们国门、和龙崇善、和龙井三合，
珲春防川一眼望三国景区）

特色美食:珲春大串、红菜汤；
2.鸭绿江中朝边境风情：长春—长白山（西景区、南

景区）—白山（长白望天鹅、灵光塔、中朝口岸、长白朝鲜
族果园民俗村、鸭绿江旅游观光带、龙润温泉）—通化

（集安国境桥、高句丽古迹、油菜花海、五女峰国家森林
公园）

特色美食:集安冰葡萄酒、集安高丽火盆、明火烤
肉；长白朝鲜族特色餐、鸭绿江鱼、白山特色烧烤。

◎线路五：都市环线休闲游

代表景点：长春（长影旧址博物馆、东北民族民俗博
物馆、长春城市规划馆、吉林省科技馆）

吉林（陨石博物馆、圣德泉温泉、神农温泉度假村）
辽源（龙首山（魁星楼）、鴜鹭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四平（四平战役纪念馆、叶赫古城、北方巴厘岛）
特色美食：回宝珍饺子馆、茶啊衝饭店、大年初一东

北菜；圣鑫葡萄酒、顾大鱼庄烤全羊总店、李连贵熏肉大
饼、龙卧春人参酒、板石牛板筋。

中国吉林中国吉林：：

北国风光北国风光 吉人吉祥吉人吉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