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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日前在上
海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
设合作备忘录》，提出三省一市携手共
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扩大内
需，增强整个区域的发展动力，逐步实
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
市场监管。

2018 年 6 月 1 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发布，覆盖 12 个
合作专题，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
互济互保、产业协同创新、信息网络
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
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7个重点
领域。

此次签署 《合作备忘录》，就是上
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商务主

管部门落实 《行动计划》，推进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部署。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省一市不断加
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体系，加强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
设，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扩
大内需，增强整个区域的发展动力已成
为共识。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总工程师韩毅表示，深入推
进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对于实
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促进形
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上海、江苏、浙江和安
徽商务主管部门坚持长三角地区“一
盘棋”大局思维和“一体化”战略协
同，深化实施“规则体系共建、创新
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
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
认”的“三共三互”工程，聚焦重点
领域商务合作，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协调发展。

围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保
障、物流标准化建设、电子商务合作交
流、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区域重点
展会培育、老字号品牌培育和创新发
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等专题，三省一

市商务部门强化沟通交流，推进长三角
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为突出发展共赢，上海、江苏、浙
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区域商务专题合作不
断深入。拓展电子商务应用领域，加速
跨境电商发展，强化电商人才培训和主
体培育，打造全球电商资源集聚区。为
加快推进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三省
一市商务主管部门成立了长三角农产品
产销联盟，建立了长三角农产品流通一
体化畅销长效沟通渠道，搭建了对口合
作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地区优质农产
品上行新平台。三省一市还持续推进物
流标准化建设，共同推进区域重点展会
培育。

为共同推动在有市场需求的领域提
升合作水平，力争在市场创新发展、口
岸通关协作、联动服务保障进博会等方
面形成更多成果，上海、江苏、浙江和
安徽三省一市将按照《合作备忘录》要
求，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
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
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
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
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
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
建设。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作为长三角区域新加入的一员，安
徽积极行动、快速响应。日前，在滁州市
来安县汊河镇启动了总投资165亿元的
滁宁城际铁路一期工程。这不仅意味着
原先从滁州乘坐高铁到达南京的时间由
18分钟缩短至10分钟，更标志安徽加速
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迈出了关键
步伐。

作为安徽融入长三角合作的最前沿
和长江经济带“沪宁合”发展主轴上的重
要节点城市，滁州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
环境优势，积极融入南京、合肥两大都市
圈，深度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分工，加
快打造皖苏之间新型区域中心城市，着
力在先行先试、开放开发、转型转移上下
功夫，逐步形成“双圈互动、左右逢源”的
区域发展新优势，为滁州加快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

产业对接

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与南京江北新
区仅一河之隔，是安徽省距离南京最近
的城镇。自2010年启动全面建设以来，
汊河镇主动承接南京产业转移。

“南京江北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这
给汊河镇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

汊河开发区主任王敏香表示，如今的汊
河，已经与南京紧密融合在一起。目前
汊河经开区有 200 余家企业，大约 60%
来自南京。其中，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尤
为典型。

汊河经济开发区与原南车集团南京
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仅有 10 公里路程。
汊河镇乘势而上，凭借独特的交通区位，
科学规划定位，加上省级开发区的平台
优势，吸引和集聚了浦镇车辆公司在内
的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及长三角轨道
交通装备企业扎堆入驻。目前，汊河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园的轨道装备企业已达
115家，可生产高铁7大类168个主要部
件近百个。

加速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滁州
全面对接南京江北新区建设，谋划了苏
滁现代产业园、来安汊河水岸科技新城、
南谯高教科创城、滁州经开区原创科技
城“一园三城”为主体的国家级产城融合
示范区，吸引了很多南京企业和高校创

业人才到滁州投资发展。
目前，苏滁现代产业园累计引进工

业项目120多个，投资额超350亿元，已
投产企业 60 家，形成以达亮电子、喜星
电子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以长久轿
运车、胜华波汽车电器为代表的汽车及
装备制造产业。

共建共享

近年来，宁滁两地加速合作，在教
育、医疗、交通等方面强化融合、资源互
补，实现共建共享、共荣发展。

“滁州的定位就是要打造南京及长
三角区域后花园。”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
说，滁州参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最优的路径是推进与南京同城化，这不
仅表现在产业上先融，更要落到实处，让
老百姓有获得感。

在铁路方面，滁宁城际滁州段一期
工程已正式开工，宁淮铁路项目完成线

路勘察和可研报告编制。在水运方面，
总投资2.5亿元的滁州（汊河）港已建成
运营，汊河集船闸重建进展顺利，滁河航
道整治工程有序推进。在公路方面，滁
宁快速通道、104国道改建滁汊段、滁马
高速建成通车，洪武路等主干道全线贯
通，琅狮大桥等关键节点打通，内联成
环、外联成网的大江北“半小时”通勤圈
基本形成。

滁州市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
水平建设一批物流集聚区和物流园，
积极承接江北新区专业物流企业向沿
边地区转移布局，大力发展面向南京
及江北新区的农副产品物流、仓储、
配送体系和商贸物流。深入实施“旅
游+”战略，加强区域旅游市场合作，
推出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比如，将滁
州毗邻地区打造成南京及江北新区的
旅游休闲目的地，在毗邻地区推进建
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农业休
闲观光园、生态体验园等。

“一盘棋”大局思维 “一体化”战略协同

沪苏浙皖携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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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滁州加速融入长三角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汪 勇

近日，山东蒙阴县被生态环境部授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年初，蒙阴县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刘宗路盘点2018年的收入时喜上眉
梢：“2018年，蒙阴蜜桃开辟了俄罗斯、孟
加拉、坦桑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
场，出口的桃子一个能卖到50元。全年累
计出口果品 16000 余吨，实现销售收入
5000多万美元，带动毛坪、烟庄等18个村
2200户果农户均增收6000余元。”

多年来，蒙阴县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建设

“绿富美”新蒙阴，走出了一条“生态好、群

众富、可持续”的特色发展之路。
“蒙阴人民大胆探索、锐意改革，书写

了壮美画卷。”蒙阴县委书记王皓玉说。
近年来，蒙阴县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与

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按照
“山顶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缠绕，山脚水利
交通配套”模式，一治一座山，一治一条
峪，治一片、绿一片、富一片，10万多亩跑
肥、跑土、跑水的“三跑田”变成了增绿、增
产、增收的“三增田”。每年新增造林2万
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1.8%，治理河流
36条，实施建设湖泊治理项目216个，治
理小流域63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68

平方公里。
去年，蒙阴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

作，启动碳汇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全县森
林系统碳汇总量 339 万吨，总价值 6.3
亿元。

既让山头绿、又让群众富。蒙阴县大
力实施建链、补链、强链工程，推动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融合发展，初步构建起以生
态为本、农业为基、农商文旅互促互融的

“大健康产业”。
推动绿色循环发展,构建“兔—沼—

果”循环链条，发展优质果园100万亩，其
中蜜桃65万亩、年产量23.5亿斤，“蒙阴

蜜桃”品牌价值266亿元，江浙沪市场“三
个鲜桃两个来自蒙阴”；长毛兔存栏600
万只，年产兔毛4000吨，占全国30%。构
建“果—菌—肥”循环链条，建成香菇种植
基地1500 亩，年产菌棒1000 万棒，80%
出口日韩市场，正在向香菇酱、切片、多糖
提取等精深加工领域迈进。构建“农—工
—贸”循环链条，农业龙头企业达到50家，
欢乐家食品公司年加工果品20万吨。

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地变成金山银
山，该县群众也从卖产品不断向“卖”生
态、“卖”环境、“卖”文化转变，真正实现了

“绿了山水、富了百姓”。

山东蒙阴：既让山头绿 又让群众富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张圣虎

参观者在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观看机器人演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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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日前，重庆、广西、宁夏、贵
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8个西部省份签署合作共建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
道”）框架协议，将合作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助推我国
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
格局。

据介绍，“陆海新通道”利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
多种运输方式，由重庆向南经贵州等地，通过广西北部湾
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及东盟主要物流节点；向北
与中欧班列连接，利用兰渝铁路及西北地区主要物流节
点，通达中亚、南亚、欧洲等地区。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陆海新通道”共
发运铁海联运班列805班，国际铁路联运（重庆—越南河
内）班列累计开行55班，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共开行
661班。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通讯员席娟娟报道：1 月 10
日，750千伏河西电网加强工程首基铁塔基础浇筑试点
在甘肃酒泉市境内顺利完成，标志着河西走廊750千伏
第三回线加强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工程计划于
2019年年底建成投运。

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的河西走廊750千伏
第三回线加强工程动态投资 34.66 亿元，工程由 750 千
伏河西电网加强工程和张掖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组成。
工程建成后，可将河西750千伏电网西向东输电能力由
560 万千瓦提高至 800 万千瓦，东向西输电能力由 180
万千瓦提高至600万千瓦，为酒湖直流通道持续平稳送
电、解决新能源外送瓶颈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也为甘肃
省利用新疆天中直流、吉泉直流以及青海至河南直流通
道输送新能源创造良好条件。

甘肃河西电网加强工程全面建设

西部八省份共建“陆海新通道”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通讯员罗庭万报道：1 月 10
日，装载6万吨铁矿石的江轮在湖北荆州港靠岸，被快速
装运到已经等候多时的专列上；大约一个星期以后，这批
由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将被送运到陕西省勉县。这标志着
湖北省今年江海铁联运第一单——150万吨铁矿石铁水
联运项目开始启动。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助推湖北打造江
海直达铁水联运品牌线路，武汉铁路局宜昌车务段统筹
协调运力、劳力、机具，协助制定运输方案，确保货物抵达
港口后以最快方式组织上线并及时发运。同时，采用“全
程物流总包”服务形式，提供“一票核算”和“门到站”式运
输服务，不断改善货主对铁路运输服务体验。

湖北启动江海铁联运铁矿石项目

本报讯 记者代玲从西藏
自治区两会获悉：今年西藏将
坚守现行扶贫标准，执行最严
格的考核评估制度，确保15万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全区基本消除绝
对贫困。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自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大量卓有
成效的措施，连年取得阶段性
新进展，2018年脱贫成果更上
一层楼。

今年的西藏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2019年西藏将注重扶贫
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深
入实施产业、就业等扶贫措施，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收官，完成
昌都“三岩”片区跨市扶贫搬
迁，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
施。研究制定巩固脱贫更有成
效的具体政策，加快改善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
水平，深入推进网络扶贫行动
计划。

西藏出台的《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和《三年行动计划》
中，西藏将规划投资677.19亿
元，实施扶贫项目1800个。西
藏把资金和项目投入向深度贫
困地区倾斜，同时整合援藏、企
业、干部等帮扶资源，凝聚起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合力。

2019年是西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脱贫攻
坚工作推进到现阶段，剩下的是最难啃的硬骨头，15万
贫困人口、662个深度贫困村、19个深度贫困县的脱贫任
务艰巨。

2019年西藏确立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保持在10%
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以上的预期目标，西藏将有投资
规模达 2000 多亿元的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乡村振
兴战略也将深入推进。这些都将是2019年西藏全区基
本消除绝对贫困的有力保障。对于已经在2018年完成
脱贫摘帽任务的县域来说，2019年的重点工作将是巩固
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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