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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港，是世界级人工深水
港，是建设中的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更是距离首
都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中
有70%以上来自京津冀地区。

改革开放40年来，天津港借着改革的春风扬
帆出海，先后创造了多项第一。2001 年，天津港
吞吐量首次超过亿吨，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
大港。最高峰时，2016年天津港的货物吞吐量达
到5.5亿吨，稳居北方第一大港。

然而，连续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也面临不少瓶
颈。渤海湾港口众多，640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
着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四大港口。港口太近，
腹地重叠，造成了同质化竞争。而另一方面，天津
港散货运输方式落后，仍然以汽车运输为主，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一直困扰着企业发展。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锐
钢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难题，唯有

高质量发展才能破解瓶颈，唯有创新才能实现天
津港转型升级。

加快智慧港口建设步伐

今年3月份，天津港制定出台了《天津港“智慧
港口”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排出了时间表、路线
图。“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一体化”“云数据中心”

“天津港电子商务平台”等重大项目将成为“智慧
港口”重要平台，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商业智
能、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将实现智慧港口
数据互联互通，力促天津港由“业务驱动”向“智慧
驱动”转变。

8 月 3 日，由天津港集团研发的“集装箱码头
操作系统”，在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和天津港
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切换上线运行。记者在五
洲国际集装箱码头看到，码头生产作业依然繁忙，

但等待车辆与往日相比少了很多。“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港区内6家集装箱码头陆续投入使用，但
3 个不同版本的生产系统不能互通互联、数据共
享，极大地制约了天津港集装箱生产作业整体效
能。”天津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姜
嘉旗告诉记者。

新系统提供了解决方案，不仅能快速完成集
装箱船舶的智能配载，还能对区域内各类港口机
械进行动态的科学调配，更实现了生产组织流程
的标准化、调度指挥的智能化、资源利用的合理化
和客户服务的便捷化。

在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三楼的远程操控室
内，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安全技术
部机电经理王洪亮向记者讲述了新系统的优势，

“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自动完成的，只是在吊装到
最后3米时，才需要人工干预，主要是为了防止发
生意外事故”。 （下转第二版）

夏日的清晨，湖南长沙市长沙县开慧镇锡福
村村民彭正祥从自家小院出来，穿过门前平坦整
洁的沥青路，走进自家菜园采摘果蔬，为家中的
客人准备早餐。2015年，在长沙市做油漆工的老
彭回家创业，开办了村里第一家民宿，2017年收
入达到10多万元。

老彭之所以愿意回家开店，主要是因为村里
的路修好了。近年来，长沙县把加快农村公路建
设作为扶贫攻坚、服务民生、振兴乡村的第一要
务，既抓四梁八柱、定框立架的“大动脉”，又
狠抓通村入组、左右连通、畅通毛细血管的“微
循环”，打通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全县公
路总里程达 5966 公里，其中农村公路 5760 公
里；与邻县之间、县与乡之间全部通二级以上公
路，县道、乡道硬化率均达100%，村道硬化率
达95%。长沙县也成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

在长沙县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广大农民
梦寐以求的“出门走油路，抬脚上公交”的梦想
已成现实。乡亲们高兴地说，“四好农村路”是

老百姓的“致富路”“暖心路”，更是走进新时
代、开启新生活的“幸福路”。

建好还要用好。长沙县加强管理和养护，坚
持有路必养、养必优良，有路必管、管必到位，全面
提升、全域延伸“路长制”，设立干线公路（国、省、
县道）、乡道、行政村路三级路长制，每年投入
2500 万元以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形成了“县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镇村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
局。“路长制”的扎实推进，实现了公路管理由单一
管理向综合管理的转变，由部门行为到政府行为、
社会行为的转变。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公路优良
率为 100%，农村公路优良率达 88.3%，中等路率
达94.6%，绿化率达93%。

7路公交车是从开慧镇开往青山铺镇的一趟
乡村公交，沿途经过七八个村子，发车时间固
定、有专门候车亭、无人售票、空调开放、票价
2 元、自动语音播报……与城市公交毫无二致。

“以前没去过开慧镇的景区，想去又觉得转车麻
烦。现在有空就来看看，家里来了外地亲戚，也
要带上他们走一程。”车上一位青山铺村民开心

地说。
为让公路更好服务群众生活，长沙县还创新

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PPP项目，分批对全县485
台农村客运车辆进行了“公车公营”改造，所有
线路实行2元一票制，在线营运公交车辆达1133
台，城乡公交线路已覆盖全县所有镇街，形成了
市县对接公交、县城城市公交、县域城乡公交、
乡镇循环公交四级公交网络，并不断加快旅游专
线、工业园区定制公交、校园联络公交等特色公
交服务的探索与推行。

“四好农村路”建设，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
展。长沙县积极做好“旅游文章”，打造“既留
得住乡愁，又看得见发展”的特色小镇。目前，
长沙县农村已建成星级农家乐 39 个，民宿 11
家，2017 年全县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1075 万人
次，同比增长27%；旅游总收入达115亿元，同
比增长22%。昔日贫困的乡村农民，如今也搭上

“四好农村路”的快车，开启了“出门走油路，
抬脚上公交”“购物不出村、农产品销售不出
村、创业不出村”的新生活。

8月9日，河南省周口市孙店镇王楼村村民在对田间种植的芝麻进行管
护，同时采摘芝麻叶进行加工，实现一种作物两种收获。时下正值秋作物生
长的关键时期，周口市多措并举开展培训与指导，全面加强秋作物的田间管
理，农民则抓紧农时，下田劳作，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刘风雷摄

今年上半年，着眼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我国地区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稳
中有进态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领先东部
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回升势头较好，一批增长极
加快形成，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持续增强。

区域结构更趋协调

从四大板块的情况来看，上半年，西部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7.4%，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中部地区增速居四大板块之首；东部地区增速较
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4.7%，继续保持回升态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
认为，东北地区经济触底反弹，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大亮点。特别是辽宁，各项指标明显回升。
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于招商引资等发挥
了正面引导作用。

城市群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今年上半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兰州—西宁城市群
发展规划》相继印发，至此，“十三五”规划提
出的跨省区城市群规划已基本印发实施。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下一步将把培
育建设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积极推
动都市圈建设，加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

高国力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还有几大亮点值得关注。首先，虽然粤港澳大
湾区的相关规划还没有正式公布，但编制已经基
本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通关便利化等都得
到了明显推进。其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稳
步开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破题，这对海南的

发展甚至全国的对外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此
外，上海日前发布了“扩大开放100条”，今年
下半年还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
全国的对外开放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下转第四版）

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区域发展篇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天津港在创新中转型提质

□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湖南长沙县：

“四好农村路”开启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 麟

本报北京8月10日讯 记者刘瑾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
至7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10万辆和1595.5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3.5%和4.3%，总体表现符合年初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50.4万辆和49.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5％和97.1％，呈现
高速增长态势。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至 7 月，我国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2万辆和37.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1％和82.4％；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万辆和12.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8.9％
和160.9％。

据了解，1月至7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排名前10家企业为上汽、长安、
吉利、东风、北汽、长城、奇瑞、一汽、广汽和江淮。1月至7月，该10家企业
共销售汽车669.28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81.33％。

前7月汽车产销整体符合预期
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

江苏扬州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
素有“淮左名都”之称，又有“中国运河第一
城”的美誉，有着2500多年的建城史。走进
新时代，扬州正加速融入长江经济带，以其独
特的魅力诠释着“文化长江”的饱满内涵。

8 月 10 日，在京杭大运河扬州段，来往
的运输船只络绎不绝。大运河是世界最长最古
老的人工河道，扬州是大运河的发源地。
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全球
第6条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运河。

运河是扬州的根，文化是扬州的魂。东关
街、486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扬州戏曲园
……扬州处处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立秋刚过，扬州依旧炎热，但来东关街参
观的人络绎不绝。东关街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
名街之一，也是扬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历
史老街。这条仅1122米长的老街年接待游客
超过500万人次，已成为一扇了解古城人文的
窗口，一条穿越千年历史的文化长廊。

在扬州 486 非遗集聚区非遗活态展示区
内，江苏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童兆鹤正在雕刻
打磨红雕漆画缸。扬州剪纸、扬州雕版印
刷、古琴、扬州玉雕……在 486 非遗集聚
区，各种非遗技艺琳琅满目。扬州 486 非物
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已成为一座文化艺术殿
堂，在这里展示的，不仅是一个个绝活儿，
也是工匠精神。

近年来，扬州486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发展和保护并举，以提升
发展层次、丰富文化内涵为核心，紧扣“传承扬州非遗文化，创新融合
促进新生”的理念，以效益最大、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深入挖掘文化
内涵，整合周边区域资源，通过旅游产品打造、景观环境提升、旅游配
套完善、旅游形象塑造，将扬州486打造为集“生产研发销售、非遗文
化交流、文化产业服务、文化创意体验、主题购物休闲”等于一体的示
范区域，并将其打造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样板与示范项目，
助推扬州旅游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扬州戏曲园，扬剧新秀汪媛饰演的穆桂英一出场就赢得阵阵掌声。
扬剧、木偶、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等都是国家级戏曲曲艺非遗
项目。扬州戏曲园集教学研究、传承保护、制作生产、展示销售为一体，
汇集教学、培训、研究、展示、排练、录制、传承等功能，成为非遗传
承、艺术展演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文化集聚区。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表示，扬州正大力实施文化博览城建设，已建成
各类文博场馆100多个，让扬州文化看得见、感受得到。同时，扬州还积
极推动文化与经济发展融合，把旅游业作为扬州的永久性基本产业，以建
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对全市旅游资源进行了全方位整合和文化改
造。扬州还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推动工艺美
术、古琴古筝、毛绒玩具等传统产业全面振兴，打造了江苏信息服务产业
基地、扬州486非遗集聚区、五亭龙玩具礼品城、琴筝文化产业园等一批
省级、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传承经典，引领风尚。文化，正成为扬州最迷人的风景。
（更多报道见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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