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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份，武汉华培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在武汉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投资 7.5 亿元兴建“华培动力科
技园”项目，在项目开工前夕，该公司
虽已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图审查
合格书，但由于尚未办完工伤保险参
保、建筑工程安全备案等审批手续，项
目不能开工。该公司向武汉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提出“先建后验”申请，并承诺
60天内补齐相关手续，项目得以顺利
开工。

今年以来，针对重大产业和基础
设施项目，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在全
市率先试点“先建后验”行政审批改
革。6月22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关于进一步优化重大产业和
基础设施项目行政审批流程的实施细
则（试行）》正式发文，最大限度地简化
审批环节，优化办理程序，缩短审批流
程和审批时间。根据该《细则》，社会
投资重大产业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
15个工作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间
缩短至54个工作日。

“先建后验”只是武汉市“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三办”改革的一个缩
影。“三办”改革坚持需求导向，构建审
批服务的新模式，将需要企业和群众

“跑腿”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
分类编制市、区、街道（乡镇）三级
9653 项“三办”事项清单，明确“马上
办”事项 4820 项、“网上办”4306 项、

“一次办”7745项。
同时，力推集成服务，开辟提能增效新路径。市级审批主

管部门全部设立行政审批处，15 个区全部组建行政审批局，
推进审批职责、机构、人员“三个全集中”，实行“一个机构、一
个窗口、一枚印章”管审批。优先推行“网上办”，“云端武汉·
政务服务大厅”已覆盖 15 个区政务服务大厅、171 个街镇政
务服务中心，全市审批服务一个数据库、一朵政务云、一张政
务服务网基本实现。

聚焦企业和群众突出反映的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武汉
围绕服务招商引资，打造产业项目、政府投资、土地供应“三个
绿色通道”，优化工业投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审批“三张流
程图”，推行分段审、分时批工作机制。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治理，建立涉审中介服务事项、收费、机构“三张清单”，市级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由 77 项减为 41 项。同时，建立全市统一
开放的行政审批服务机构名录库和网上服务平台，打造审批

“中介超市”，实现“零门槛、零限制”入驻。
武汉还鼓励各区、各部门推出改革措施。网上警局、电子

证照卡包、市民一卡通、工商登记二十八证合一、智慧办税、全
程免费代办帮办、“5+2”错时延时服务等创新措施，通过亮点
示范，整体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目前，市级 575个“三
办”事项承诺办理时限比法定办理时限平均压缩 10.6 天，申
报材料平均减少0.8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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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毕节市通过组建
“三大中心”、搭建“四大体系”、构建
“四大保障”，积极推动大数据与农
业融合发展。

组建“三大中心”，找准农业与
大数据结合的着力点。毕节瞄准

“三农”发展短板，打造区域经济新
增长点。围绕农业发展所需，建设
农业云计算数据服务中心平台、农
业大数据服务呼叫中心平台、农业
物联网五维集成联动展示平台及农
业大数据应用与公共服务平台，与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信通
集团等联合成立“互联网+”农业服
务大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建成农
业大数据中心。目前，农业大数据
中心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互
联网+”现代农业百佳实践案例及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大数据综合应用
服务中心支撑单位。

农产品质量检疫检测中心主要
围绕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中的重
金属、农药、兽药残留检验检测等内
容开展工作，同贵州省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等专业机构开展技术交流
与合作，先后完成毕节蔬菜水果中
农药残留控制对策研究等科研项目
8个，获贵州省检验检测技术大比武
一等奖2次。

“乌蒙山宝·毕节珍好”品牌运

营及农产品营销中心按照政府推
动、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运营模
式，创新品牌运营，实时把握市场动
态，紧盯客户需求，注重线上线下结
合，建立产销一体化的农产品流通
机制，形成一条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走向全国、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
誉度的营销网络新路。目前，该平
台实现交易额1000万元。

构建“互联网+农业”生产、管
理、经营、服务的四大体系，推动大
数据与农业战略融合发展，促进毕
节市农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首
批包括黔西县水西泰丰园在内的10
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物联网终端安
装工作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构
建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
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化生产新业
态，形成了多元化农业互联网生产
服务新产业。

毕节运用物联网、云计算、3G
等先进信息技术，集成农产品质量
安全数字化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
智能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6
个系统于一体，对覆盖农业园区、农
产品生产基地等 70 个终端实时监
控，对企业产品从投入品使用、农事
操作、检验检测、采收包装、储藏运
销等环节实行全程管理。目前，全
市首批 10 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物

联网终端已完成安装，59 家农产品
生产企业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
管理试点，全面监控 76 个农业示范
园区及生产基地。

通过“乌蒙山宝·毕节珍好”官
方网站定期举办线上产品文化节、
产地主题宣传活动，在淘宝、京东、
贵州电商云、微信商城等平台建立
品牌营销渠道，实时采集数据和聚
类分析，为农产品生产加工、储备销
售提供精准预测。

以服务好为目标，毕节重点开展
12316综合信息系统标准化、数据化
改造，强化信息资源整合，强化对普
通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农技人员及
专家等基础信息采集，在大数据分析
基础上强化信息对接并建立动态修
正机制，逐步实现精准服务。

抓实组织、人才、市场、投入四
大保障，强化农业大数据基础建
设。毕节按照“谁牵头、谁负责，谁
对接、谁负责”的原则，高规格、高标
准成立现代农业服务基地建设推进
领导小组，形成全市上下紧密配合
的工作格局。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受
益，毕节通过政府部门组织调度，把
相关企业引进来，形成建设企业、运
营企业、生产加工企业分工协作，构
建信息服务生态体系。

贵州毕节：为农业插上“大数据翅膀”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又到福建南平葡萄成熟季节，建阳
区山溪葡萄专业合作社所在的水吉镇仁
山村被称为“闽北葡萄第一村”，该合作
社生产的“仁山”牌巨峰葡萄深受消费者
青睐。今年的葡萄更是供不应求，因为
它们有了一个更加响当当的品牌——

“武夷山水”。
“武夷山水”是南平市倾全市之力打

造的区域公用品牌，南平区域内获得授
权的优质产品将共同为“武夷山水”品牌
代言，分享品牌的溢价增值效益。山溪
葡萄专业合作社就是 7 月 26 日南平市
授权首批使用“武夷山水”品牌的 36 家
企业机构之一。

合作社信息员傅秋华说：“村民辛苦
种植的优质葡萄希望被更多人知晓，相
信通过‘武夷山水’品牌的知名度和营销
渠道，我们的葡萄会卖得更好。”

“实施品牌战略，是推进高质量发
展、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
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品供给的有力抓
手，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南平市委书记袁
毅表示，“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的推
出，就在于把品牌建设作为推动点“绿”
成“金”的重要引擎，促进绿色富民、绿色
强市。

实施品牌工程

南平，最大的特色是绿色。这里森
林覆盖率高达 77.35%，空气、水等指标
均为优，土壤环境质量优良，被誉为“中
国竹乡”“南方林海”“福建粮仓”。近年
来，南平市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着力选准做优与生态资源相
得益彰的现代绿色农业、旅游、健康养
生、生物、数字信息、先进制造、文化创意
等七大产业，加快打造绿色产业升级版。

南平，最响亮的品牌是武夷山。这里
风光奇秀，景色宜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和生态景观交相辉映，集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于一
体的“双世遗”武夷山蜚声海内外。

早在 2002年，南平就提出要“发挥
比较优势，打出名牌，创出特色，把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
势”，“要突出打好‘大武夷’品牌，开发具
有闽北特色的旅游产品、生态产业，带动
旅游农业、绿色食品业、旅游工业等相关
产业发展”。

作为农业大市，南平十个县市已经
实现了“一县一品”，农业产业种类多而
全，尤其在茶叶、果蔬、食用菌、畜牧水
产、花卉、苗木、中药材等方面具有输出
优势，形成了武夷山茶业、光泽鸡业、延
平乳业、顺昌菇业等特色优势产业。

“好山好水孕育出诸多好产品，但这
些好产品因为缺少有影响力的品牌，大
多‘养在深闺人未识’，面临着好产品卖
不出好价钱的窘境。”袁毅告诉记者，推
出“武夷山水”品牌，就是要借助武夷山

“双世遗”品牌优势，以绿色生态和“大武
夷”为南平优质农产品赋能，全力打造覆
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武夷山
水”区域公用品牌。

为此，南平市大力实施“武夷山水”
品牌建设工程，从优质农产品入手，统一
质量标准、统一检验检测、统一营销运
作，着力构建价值清晰、形象统一、品质
可靠的“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把生
态资源优势转化成质量品牌优势。

推进高质量发展

首批授权使用“武夷山水”区域公用
品牌的产品类别共 11 个大类 34 个小
类，涵盖茶、食用菌、莲子、米、薏米、
笋竹、果蔬、酒水饮料、奶(肉)制品、即食
品、建盏等具有南平地域特色的产品。
授权使用“武夷山水”品牌的企业产品须
为已经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使用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识等品牌的企业产
品。入选的36家企业产品，污染物限量
与农药残留限量等安全性指标均符合或
优于国家标准。

浦城县是福建的“北大门”，地处闽
江、瓯江、信江“三江”源头，生态优良，地
广人丰，盛产大米、竹笋、山茶油、食用
菌、丹桂、薏米、茶叶等农特产品，其中大
米、灵芝、薏米、山茶油和丹桂等 5 类农

产品获授权使用“武夷山水”品牌。
“浦城是全国商品粮基地，素有‘福

建粮仓’之称，但是浦城大米等优质农产
品仅在福建省内有较强影响力，无法做
到享誉全国。”浦城县委书记周永和介
绍，去年福州市浦城商会发起杰出浦商
为浦城大米代言，经过宣传推广，浦城大
米价格从每斤2元涨到每斤8元。

“如今，我们走‘武夷山水’品牌之
路，利用品牌聚集的人才、资金、技术、信
息等优势资源，将继续推动浦城优质农
产品由高产走向高质、高价。”周永和说。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姚承
纲认为，单个企业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
公用品牌可以为企业提供资源整合平
台，共享品牌带来的收益。“武夷山水”区
域公用品牌将有助于地方企业做大做
强，同时企业发展也会提升区域品牌的
价值，实现两者共生共长。

对“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而言，
其核心价值就是绿色、安全、无公害。为
打响“武夷山水”品牌，助力高质量发展，
南平市制定《武夷山水产品质量技术规
范》，建立南平市农产品标准体系服务平
台，将质量管理覆盖一、二、三产业，涵盖
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全面提高农产
品供给质量。

同时，建立严格规范的统一检测体
系，完善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平台，实现全程质量监控和质量可追溯，
构建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筷头的全过程可
追溯体系，让人们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目前，政和白茶、南平竹笋、浦城大米、建
阳橘柚等农产品已实现“一品一码”
销售。

此外，南平市还设立“武夷山水”品
牌建设专项基金，每年安排不少于1000
万元，用于“武夷山水”品牌策划、日常监
管检测、配套设施投入、培训和服务等。

袁毅表示，实施品牌战略，是推进高
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
途径，是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品供给的
有力抓手，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南平将讲
好“武夷山水”品牌故事，扩大“武夷山
水”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闽北优质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

福建南平实施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区域公用品牌战略——

共享武夷山水 品牌点“绿”成“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
疆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导企
业眼睛向内、抱团发展。8月10日，
该高新区组织企业开展“互观、互
学、互帮、互购”观摩活动，推动各企
业取长补短、加强交流，通过“横向
互动”稳增长、促转型。在此活动
中，落户开发区的 20 家企业签订了
总额6.5亿元的互购协议。

昌吉高新区于2010年9月份晋
升为国家级，目前入驻企业达 835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4家，产值过

亿元企业 25 家，高新技术企业 39
家。上半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74.67亿元，增长8.73%,完成工业增
加值11.79亿元。

“通过加强合作，企业间实现了
优势互补，形成了发展合力。”新疆
徐工海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文彬认为，高新区内部企业间合
作空间大，在生产、管理、经营等方
面各有长处，应该在交流合作中壮
大整体实力。新疆丰林万佳木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程怀智告诉记者，“互

观、互学、互帮、互购”观摩活动促进
了集约发展，公司找到了生产废料
的出处，节约了成本，避免了浪费。

昌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赵笑炜
表示，在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加强互
动的同时，继续从降低生产成本、解
决企业诉求、实施重点扶持、优化服
务保障等方面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
展环境。下一步，高新区将组织企
业走出去，召开产品推介会、产品订
货会，拓展企业内外合作空间，积蓄
园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新疆昌吉高新区引导企业抱团转型

图为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境内的生态林。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广西始终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关键举措和根本出路。2016
年和2017年广西有近100万人口通过发展产业实现稳定脱贫。

2018年上半年，围绕县有主导特色产业、村有支柱特色产业的产业扶贫开发目标，广西指导全区有扶
贫任务县集中资金和精力重点发展特色优质稻、桑蚕、糖料蔗、叶菜类、柑橘、鸡、猪、牛、杉、油茶等

“5+2”“3+1”特色产业，扎实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种植业方面：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区贫困地区新增果树种植面积达 20 万亩；目前全区桑蚕面积

322.07万亩，产值预计49.9亿元，46个贫困县蚕茧产量8.3万吨，约占全区40.5%，蚕农售茧收入38.2亿
元；贫困县 （市、区） 中药材种植面积99.5万亩，约占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的68.62%。

养殖业方面：2018年上半年，全区牲畜 （猪、牛、羊） 出栏 649.77万头；全区家禽出栏 38598.87万
羽。

林业方面：截至2018年5月底，54个贫困县荒山荒地造林37.1万亩，迹地人工更新造林99.2万亩，营
造速丰林23.9万亩，新造油茶林28.6万亩，实施油茶低产林改造14.1万亩。2018年第一季度，54个贫困
县林下经济产值预计达143亿元，同比增长9%。

稻渔综合种养方面：建立了稻渔生态综合种养示范基地50多个，其中三江县稻渔综合种养面积7.5万
亩，占全县稻田面积12万亩的62.5%，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已覆盖70%以上的贫困户，贫困人口每人每年稻
渔增收可达1000元以上。

为了推动特色产业项目实施，广西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2018年，广西下达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50.8 亿元，各县安排产业开发资金 16.6 亿元，较 2017 年 （13.5 亿元） 同比增长 22.5%。共发展种植业
77.1万亩，低产改造9.6万亩，家禽养殖725.06万羽，家畜养殖29万只 （头），水产养殖198.7万公斤，受
益贫困户42.6万户次、166.5万人次 （含重复享受人数）。

2018 年上半年，广西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根据自治区工商局统计，截至 5 月
底，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50536户，比上年同期增长20.13%；出资总额7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79%。

今后，广西将引导建立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和支持更多有技术、有能力、有市场、有平
台的企业、经济能人到贫困地区开拓业务，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缔造利益共同体，既促进贫困地
区、贫困村、贫困户增收，也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企业盈利，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将着力培育
壮 大 主 导 特 色 产
业，指导全区 105
个 有 扶 贫 任 务 县

（市 、 区）， 特 别
是深度贫困地区集
中 资 金 等 要 素 资
源，重点扶持、培
育壮大“5+2”特
色产业，贫困村发
展 “3+1” 产 业 ；
加快创建现代特色
农 业 示 范 区 ， 到
2020 年 ， 建 成 自
治 区 核 心 示 范 区
300 个、县级示范
区 600 个、乡级示
范 园 3000 个 ， 每
个行政村至少有一
个示范点。

广 西：

特色产业发展夯实脱贫增收基础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