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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将重点规划建设
“新十大文化设施”、提升改造“十大特色文化街区”，规划
建设一批重大文体设施。这是深圳特区第三次掀起文体
设施集中建设高潮。

据悉，规划建设的“新十大文化设施”包括深圳歌剧
院、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深圳创意设计馆、中国国家博
物馆·深圳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深圳海洋博物馆、深圳自
然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深
圳音乐学院。深圳10个特色较为明显、文化内涵丰富的
文化街区将经过提升改造，成为代表深圳文化形象的“十
大特色文化街区”。

此外，深圳市还将规划7大类31项市级重大文体设
施建设。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局长张合运表示，此次新建
的文体设施在建设运营上将由政府主导，对标一流，坚持
高标准原则。在布局上将相对集中，打造新的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文化核心区。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通讯员芦亮报道：日前，汉口
银行划拨专款 500 万元，在武汉市区 103 家网点设立爱
心驿站，并通过捐赠手套、配备爱心食品等行动向全市环
卫工人献上爱心。

汉口银行此次设立的爱心驿站，覆盖全市各区，面向
武汉市所有环卫工人，提供饮水、手机充电、报刊阅读等
爱心服务。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表示，爱心公益承载
着热情和希望，需要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

长期以来，汉口银行将服务地方经济，担当社会责任
视为立行之本，把公益活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和培养员工责任心、担当力的重要抓手。

武汉103家爱心驿站送温暖

深圳将建“新十大文化设施”

日前，广州斯庭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的张小姐在广州
黄埔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
业开办手续，她告诉记者：

“没想到新开办企业可以免
费刻章，而且税务发票也可
以免费邮寄给我。”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广州市黄埔区正式推出“减
税降费”措施，在广东省率先
创建企业开办“无费区”，为
企业、群众提供“四大免费”
项目，包括营业执照和发票
免费邮寄、企业提交材料免
费复印、免费公告“营业执照
作废声明”、免费提供印章刻
制服务等，预计每年为企业
节省费用约1100万元。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黄
埔区营商环境改革一直走在
前列，2018年成功获批广东
省营商环境改革实验区。随
着黄埔区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 ，企 业 落 户 数 量 逐 年 增
加。此番“无费区”改革试
验，以政府购买、指定部门统
一承担等方式打通阻碍“无
费区”落实的障碍，最终率先
在全省实现企业开办免费的
目标，“惠企”礼包再次加码。

“一方面是政策支持，一
方面是服务红利。黄埔区率
先设立了全省首家行政审批
局，集中承接 8 个部门审批
职能，审批时间大幅压减，企
业投资项目从原来110个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财
政投资项目从 466 个工作日缩短至 75 个工作日。”黄埔
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负责人介绍。

黄埔区还探索实践“信任审批”“来了就办、一次搞
定”等改革举措，推行预约审批、订制审批、集中审批、分
类审批、现场审批。在全国首推“秒批”政务服务事项，涵
盖 14个部门 223个事项，实现涉企证照“44证合一”，企
业开办 1 天内办好。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平均只需提交
4.8份材料，信任审批只需提供1份材料。

为保证政策和服务红利落到实处，该区专门成立了
政策兑现窗口，将全区13个业务部门、58项政策、258项
政策事项归口“一窗”兑现，承诺兑现时长不超34个工作
日，实际平均时长10.5个工作日，最短8.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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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几十幢高楼构成了一张整体
大幕，闪映出的是高山、大海、人群、建筑、
海鸥等反映青岛人文景观的画面……在
青岛市市南区前海一线，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留下的震撼人心的灯光秀，成为青岛旅
游新地标，也成为青岛旅游新起点。

“山、海、岛、湾、城”完美融合，
独具风情的万国建筑，荣膺“世界最美
海湾”的青岛海湾……市南区共拥有海
滨风景区、奥帆中心等 A 级以上旅游景
区 （点） 15 家，其中 4A 景区 4 家，是
国内少有的景区高度聚集中心城区之一。

但是，随着人们对旅游需求的不断
提升，这些老资源已难以满足游客。为
此，市南区不断优化老资源，力求“老
树发新芽”。“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汇”
就是其中之一。八大关内 200 余栋建筑
呈现出20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风
格，市南区联合区域内相关单位规划将
各国文化、艺术、语言、风俗等元素融
入各个场馆，让市民能真正感受各国文
化、艺术风采。

“我们除了让游客欣赏到特色建筑，

还要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在可持续发展
中给游客带来文化体验。”市南区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祝洪钧说。在八大
关过去诸多大门紧闭的建筑里，逐渐冒出
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去处：“遇见梵高”咖
啡馆、德国黑森林音乐餐厅、莫奈花园主
题旅宿……祝洪钧告诉记者，八大关目前
已保护性开发利用了近 20 栋老建筑，在
这里坐下来、住下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这
里的观光游已逐渐变为深度游。

1907光影俱乐部是由一栋百年德式
古堡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俱乐部，集咖
啡厅、西餐厅、书店、博物馆、私人影
院等于一身。“2018 年，我们举行了多
场高端会议，华为、新东方等知名企业
都在这里举行过活动。”1907 光影俱乐
部副总经理张新建对记者说。

“这是我们正着力推进的旅游新产业
——会奖旅游，目前发展很快。”祝洪钧表
示，近年来市南区围绕时尚、海洋、科技、
金融等产业，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会展、
高端论坛等落户，积极承办有较大规模、
品质与影响力的会奖旅游项目。同时，定
期举办时尚发布、创意设计、音乐、影视等
主题节会活动，带动高附加值旅游消费。

“2018年，仅港中旅就接待200人以上的
会议68场。”祝洪钧说。

目前，婚恋旅游是市南区正在蓬勃
发展的全新旅游业态。市南区依托八大
关—太平角及奥帆中心等优势滨海区
域，整合景区、酒店、展馆、旅行社、
邮轮游艇等优势资源，打造了婚庆一站
式服务场所。

此外，游艇海钓以及康养旅游也是
市南区兴起的新旅游业态。

“2018 年，市南区接待游客近 35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祝洪钧说，
市南区未来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引
导传统旅游产品转型升级，鼓励新型业
态发展，推动传统滨海观光休闲旅游向
时尚消费旅游升级，努力将市南全域打
造成“山、海、岛、湾、城”相互交融
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推动市南区向时尚旅游消费转型升级

青 岛 全 域 旅 游 再 添 新 地 标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报讯 记者许凌、通讯员马钦麟报道：日前，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就医的田女士通过 APP 申领了
宁夏第一张由人社部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的电子社
保卡，成功实现了持手机扫码结算出院。

宁夏人社厅厅长王少林介绍，目前宁夏社保卡发行
673.9万张，覆盖98.8%的户籍人口,已开通的电子社保卡
申领渠道为“支付宝”APP、平安一账通应用平台，未来还
将通过微信、云闪付等应用平台实现电子社保卡申领。

今年宁夏将进一步扩展电子社保卡在政府公共服务
等领域“线上线下一卡通”和“民生服务一卡通”，助力政
府各项公共服务，让群众少跑路，好办事。

宁夏电子社保卡申领平台开通

福建 90%以上被山地丘陵覆盖，武
夷山、戴云山等崇山峻岭使得福建省内
陆交通十分困难。61 年前，鹰厦铁路开
通，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改革
开放以来，福建铁路建设不断提速，近年
来更是创造出平均一年一条快速铁路或
高铁开通的“福建速度”，使福建省从“路
网末梢”成为全国首个市市通动车的省
份，从鹰厦线的四五十公里时速发展为
现在的300公里时速。

2018 年底，南龙铁路开通，与合福
高铁、杭深、龙厦铁路一起形成高等级快
速铁路环状通道，环闽动车线成形，福建
成为继海南后全国第二个实现环省动车
线的省份，这让八闽大地交通更加便捷、
经济更加繁荣。

便捷出行，实现“同城”生活

2018 年 12 月 29 日，南龙铁路正式
开通运营。南龙铁路北起福建南平市，
南抵龙岩市，线路全长 248.1 公里，是一
条以客运为主、兼顾货运的快速铁路通
道，设有9个车站。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副主任黄勇介绍，作为国家铁路网杭
广铁路和福建省“三纵六横九环”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龙铁路与合福高铁，
杭深、龙厦铁路一起形成闭环交通网，连
接福建各地市的快速铁路环线封“口”
成形。

南龙铁路开通后，福建省内主要城
市形成“一体化”生活圈，南平至龙岩、龙
岩至福州的最快旅行时间，分别由之前
的3.5小时、3小时压缩至2小时和2.5小
时以内。

“以前南平回龙岩要到福州转车，现
在南龙铁路开通了，不仅可以直接从南
平坐动车回龙岩，时间缩短了一半。”旅
客曹子文高兴地告诉记者，他在南平工

作，经常回老家龙岩，南龙铁路开通后，
回家方便多了。

旅客陈小燕抱着小孩在永安南站上
了动车。“以前没有动车，从永安到漳
平坐汽车要 3个小时，现在南龙铁路开
通后，永安回漳平只要半小时。”陈小
燕笑着说，以后可以经常带孩子回娘
家了。

据了解，永安、漳平两地首通动车，
永安至福州、厦门的旅行时间从三四个
小时缩短至 2小时之内，漳平到南平、厦
门只需1.5小时，到龙岩只需半小时。

沙县小吃闻名全球。据了解，沙县
每年有 6万多名小吃业主在世界各地发
展。南龙铁路开通后，把三明地区围成
了一个圈，三明北站汇聚鹰厦线、向莆
线、南龙线三线，成为三明综合交通枢纽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小吃业主提供了全
方位出行选择。

沙县小吃业主吴木根感触颇多，“南
龙铁路开通后，从沙县到上海大概四五
个小时，以前屯压的原料、现金，现在全
盘活了。”从扁担到汽车，再到普速火车、
动车，交通升级让沙县的小吃业主走出
家门，走向世界。

2019 年“1·5”铁路调图后，途经南
龙铁路运行的旅客列车将达到 23对，其
中动车组列车20对、普速列车3对，为福
建旅客提供了便捷多样的出行选择。“新
建的南龙铁路马上要投入2019年春运，
让广大游子回家的路更顺畅。”永安南站
的值班员张鑫说。

闭环交通，产业驶上“快车道”

据南昌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南
龙铁路开通，将进一步完善福建铁路网
布局，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带动优质旅
游资源开发，对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先
行发展，加强城市经济群间人流、物流、
资金流沟通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在南龙铁路即将开通时，多家企
业主动与我们洽谈，例如沈阳机床三明
5D 智造谷项目与伯纳激光钢材深加工
项目将落户于此，正是冲着南龙铁路来
的。”福建梅列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杨
胜说，已有多家企业、多个旅游文化项
目入驻三明梅列经济区，这不仅促进梅
列区工业的发展，推进三明市“南拓北
扩西进东优”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实
现，更能有效带动福建省经济增长。

沙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生龙激动
地对记者表示，南龙铁路开通后，沙县动
车站直达 22 个省会城市，与高速路、机
场形成“陆、铁、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
纽，方便 6 万多名在外沙县小吃业主生
意往来，也为沙县招商引资带来了巨大
的机遇。

闽中地区山清水秀，南龙铁路在带
来便捷出行体验的同时，还串起了众多
旅游景点。

“动车来了，来旅游的游客自然会多
起来。”永安青水畲族乡党委书记温永有
信心满满。造型生动的畲乡剪纸、独具

风味的畲族小吃，让游客感受到独具特
色的畲族风情。南龙铁路在为畲乡带来
人气的同时，也将畲族特色民族文化传
播出去，青水畲族乡乡民们对未来美好
生活信心满满。

漳平市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赖文传
认为，南龙铁路在区域路网中承北启
南，构成“长三角”经海峡西岸经济区
至“珠三角”最便捷的快速通道，将有
助于漳平市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旅游业
以及茶产业发展，助力漳平市打造生态
旅游城市。

“中国樱花美，永福最先开。”台商李
志鸿高兴地告诉记者，南龙铁路开通后，
来漳平永福茶园品茶、看樱花的人就更
多了！南龙铁路开通对龙岩漳平永福台
创园的台商是一件大喜事，高山茶的物
流更快捷了，成本也更低了。

山海协作，促区域协调发展

从隔山远眺到山水相连，从各自为
政到协同发展，南龙铁路建成通车，不仅
改善了闽中及闽西北地区铁路交通条
件，也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添新动能。

南龙铁路客运为主，兼顾货运，沿线
地区多处福建山区，经济较沿海地区落
后。通过实施南平至龙岩铁路扩能工
程，可形成南平至龙岩通道新的快速货
运铁路线，彻底解决既有铁路通道运输
能力不足和质量低下等问题，进一步完
善区域路网。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沿线
地区交通条件，加快资源开发，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支持和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
建设，对促进南平、三明、龙岩的社会和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沟通福建
山区欠发达地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间
的重要纽带。

福建省煤炭资源较少，产量不能自
给，可采储量有半数以上位于龙岩市。
此外，龙岩市还有丰富的铁矿石、石灰
石、稀土、木材等资源。南龙铁路对发
展福建省煤炭、钢铁、建材等工业，开
发闽西山区，促进工农业发展，以及减
轻北煤南运的压力都有重要的意义。

福建还是我国茶文化的发祥地，沿
着南龙铁路一端是岩骨花香的武夷山岩
茶，一端是醇爽细润的漳平水仙茶。据
漳平南洋镇农技站站长林赞煌表示，南
龙铁路的开通方便他们前往不同地方学
习取经，进一步提高水仙茶的制作工艺
和经营方式。

龙岩市茶叶协会副会长邓荣佳经常
往返于南平、漳平、龙岩推广漳平水仙
茶。“以前都是自己开车去，现在有了动
车，行程不仅由 4个小时缩短到 1.5个小
时，还能腾出双手在列车上泡茶喝。”像
邓荣佳这样的茶商还有许多，南龙铁路
开通运营后，“环闽”动车线成形，八闽大
地的茶文化交流将更进一步。

三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刚表
示，“环闽动车线成形后，将带动三明市
融入海西经济建设，推进‘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战略，加大山海协作力
度，吸引更多的人来三明投资兴业。”

助力福建生态“高颜值”、发展“高素质”建设——

“环闽”动车线串起高质量发展通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八闽大地交通更加便

捷、经济更加繁荣。“环

闽”动车线加强了城市经

济群间人流、物流、资金

流沟通往来，不仅有利于

优化产业布局，带动优质

旅游资源开发，对促进海

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环闽”动车线将全

力助推生态“高颜值”、

发展“高素质”的新福建

建设，进一步加快福建高

质量发展

由一栋百年德式古堡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俱乐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