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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红淖 1 号”列车从新疆哈
密淖毛湖站驶出，奔向甘肃红柳河站，
标志着红淖铁路投入试运营。这条铁路
开启了出疆货物新通道，使新疆东疆地
区与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距离缩短了
1000 多公里，对于改善新疆东疆地区
特别是哈密 2 县 1 市货物运输条件，降
低综合物流成本，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在红淖铁路试运营约 100天前，连
接“西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
西部”的高速公路在霍尔果斯成功打通
断点，“双西公路”全线贯通。至此，
我国至欧洲汽运实现全程高速。“从霍
尔果斯出发，只要 4个多小时就可到达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比以前节省一半
时 间 ， 运 输 成 本 则 减 少 三 分 之 一 以
上。”霍尔果斯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于欢告诉记者。

地处我国“西北角”的新疆东挽内
地、西接八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指
引下，发展前景豁然明朗。红淖铁路、
双西公路作为新疆“东联西出”的新通
道，成为新疆铺设“立体丝绸之路”，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
纽中心的重要支撑。

从单线到环线

2018年 12月 20日，和田至若羌铁
路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建成后，将结束
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且末等地不
通火车的历史，为和田地区、喀什地
区、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开辟新的出疆通道，而且与南疆铁
路、格库铁路共同构成环塔里木盆地铁
路网，方便各族群众出行，南疆林果等
物资外运更为通畅。

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尽忠表示，和若铁路可使
南疆群众从若羌至青海出疆，不必再北
上绕行，特别是和田地区群众出疆路程
将缩短 1000 多公里。这是一条便民
路、致富路、友谊路，将进一步促进新
疆南疆发展。

与新疆最南部的和田一样，新疆最
北端的阿勒泰也将成为一个铁路枢纽，

已开工建设的阿勒泰—富蕴—准东铁路
建成后，将与兰新铁路乌鲁木齐至奎屯
段、奎屯至阿勒泰铁路等实现联结，构
成环准噶尔盆地铁路网。

从单线到环线，新疆铁路不断延
伸，拉动了沿途经济发展，促进了相关
产业成长。比如，依托路网的完善，中
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推出了“乘
着火车游新疆”旅游品牌，让游客“环
游北疆”“畅览南疆”，助力新疆旅游产
业迈上新台阶。

除了铁路，疆内航线也在密织成
网。过去，新疆航线网络是以首府乌鲁
木齐为中心，基本呈辐射状，现在乘客
出行则有了更多选择。同处于南疆的和
田、喀什相距500多公里，原来两地没
有直达航线，如果乘坐飞机需北上到乌
鲁木齐转机，算起来飞行约 3000 公
里，成本高、时间长，如今两地有了直
飞航线，路程不到1个小时。

此外，南航于去年 6 月份还开通了
喀什—和田—阿克苏航线，这是首条南
疆环飞航线，将这 3 座南疆重镇联结
起来。

从边沿到前沿

2018年 12月 31日，随着一声汽笛
长鸣，X9401次货物列车从中欧班列乌
鲁木齐集结中心驶出，该趟班列是中欧
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于当年开行的第
1000列中欧班列；此后，当日又开出2

列班列，该中心全年开行班列数量达到
1002列，创年度新高。

寒冬时节，滴水成冰，走进中欧班
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却是一派热气腾
腾的景象。如今，新驼铃回响在千年古
丝路，奔行在“钢铁丝路”上的“现代
驼队”，让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紧密“牵手”。定位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的新疆，实现了从地理边
沿到开放前沿的跨越。

作为新疆铁路部门打造的对外开
放及互联互通重要枢纽，中欧班列乌
鲁木齐集结中心于 2016 年 5 月份发出
首列中欧班列。截至目前，已与国内
82 家外向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班
列货源组织辐射广东、浙江、四川、
山东、北京、上海、重庆等省市。班
列开行规模由每周 1 列发展为每天 3
列，班列线路已达到 20 条，通达亚欧
19国 26城。

X9401次货物列车满载中粮屯河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番茄酱产品，由
阿拉山口站出境，目的地为意大利那不
勒斯。该公司番茄事业部负责人王艳丽
说：“我们是中欧班列的受益者。得益
于运输效率的提高，公司目前已开行覆
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
和地区的常态化中欧班列，企业出口越
来越顺畅。”

“全年开行班列突破千列，刷新了
历史纪录，我们将依托国际物流大通道
优势，不断扩大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

影响力，推进新疆从‘通道经济’向
‘产业经济’转型。”新疆新铁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军表示，中欧班列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将持续扩大物流辐射
范围，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畅通国际
物流大通道，争取在新的一年中欧班列
开行数量再创新高。

新疆工信厅党组书记胡开江表示，
2019 年将实施“西行班列提质增效”
行动。提升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功能，助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加快建
设。围绕双向货源组织需求，拓展集拼
集运合作城市数量，支持构建西行班列
物流信息平台，逐步实现班列重去重
回、效益提升、市场化运营。

从走廊到游廊

2018 年 8 月 1 日，G3012 墨玉至和
田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和田地
区无高速公路的历史。至此，高速公路
已覆盖新疆所有地州市，全自治区高速
公路里程突破4800公里。

大路通处，产业渐兴。新疆处于我
国交通末梢，加之地域辽阔、“三山夹
两盆”的地形特点，使得交通对经济的
支撑作用尤为明显。目前，新疆已形成
环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伊犁河谷等
林果产业带，去年果品总产量约 1000
万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政府部
门、加工企业及果农都一致认为，多年
来新疆林果业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

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交通枢纽中心过程中，新疆努力将“走
廊”变为“游廊”，更好地让通道发挥
作用。与走廊不同，游廊既为行人通
道，也是停留、休憩、观赏之所在。立
足于发展“游廊经济”，新疆研究面向
内地，如何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面向
毗邻国家乃至欧洲，新疆哪些产品、技
术能“走出去”，让相关产业“沉淀”，
重塑经济格局。

“以航空＋旅游为抓手，以航空＋
特色农副产品销售为突破口，拓展航空
产业发展领域。”新疆临空经济建设推
进组办公室主任王斌介绍，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将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次枢纽、中
巴经济走廊综合承载区、全疆乃至全国
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及南疆商贸物
流集散中心和干鲜果品展示交易中心。

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比，乌鲁
木齐拥有国家五大门户枢纽机场之一的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更有条件发
展临空经济。据悉，该市已编制完成了

《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体方案》，正稳步推
进临空经济示范区申报工作。

在陆上，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
心将进一步提高发运疆内产品的组织化
程度，必将促进新疆更好地承接产业转
移，由通道经济转向“通道+物流+枢
纽经济”，从物流通道向外向型产业集
聚区转变。

“今年将着力抓好乌鲁木齐国际陆
港和空港‘两港’建设。”乌鲁木齐市
市长牙生·司地克表示，加快乌鲁木齐
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
设，加快申报汽车整车、粮食等指定口
岸，积极打造外向型产业集群、产业园
区，提升外向型产业发展水平。

新疆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密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立体枢纽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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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临空经济、加速
建设北京重点平原新城、打造
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新年
伊始，北京顺义以一份清楚明
了的“任务单”，明确了未来
发展的方向——从“筑巢引凤
栖”吸引“高精尖”要素聚
集，向打造充满活力，“业
强、城优、生活美”的北京重
点平原新城转变，让优势产业

“花开蝶自来”。
“2019年，顺义按照新版

北京城市总规划赋予的‘港城
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
创新引领的区域经济提升发展
先行区，城乡协调的首都和谐
宜居示范区’功能定位，努力
在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
建设中实现更大作为。”顺义
区委书记高朋表示。

说起顺义，不能不提临空
经济。北京临空经济区是北京
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依
托首都国际机场区位优势发展
临空产业，已经成为支撑北京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
顺义将继续利用好这一优势，
推进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北京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 （AMECO） 将一台
V2500 型飞机发动机运到天竺综保区，完成了海关查
验并出区送厂维修。这是航空维修企业首次借助天竺综
保区这个北京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采用增值税免抵
退税方式承接境外委托维修境内飞机发动机的业务。据
测算，未来5年V2500发动机维修量将达176台，在这
里通关可减少约5.46亿元额外税收负担。

贴心的政策让越来越多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临空
经济核心区已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家中外
企业入驻，总部企业 63家，33家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 87 个。临空经济核心区形成了以航空服务业为主
导，临空指向性的现代物流、新兴金融、商务会展和高
技术产业等为补充的“大临空”产业发展格局。

下一步，围绕建设“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
区”这条主线，顺义将推动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根
据国家民航局最近发布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转场投运
及‘一市两场’航班时刻资源配置方案》，位于顺义的
首都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亚太地区重要
复合枢纽，服务于首都核心功能。”高朋表示。

与此相应，围绕首都机场，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城市快速路、干线公路、城市道路为依托，市域、
港城、首都国际机场内部三级互联互通的综合性立体交
通网络。加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港城融合一体化。同
时，利用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加快航空服务、智
慧物流、高端商务、国际会展等产业发展。高标准建设
国际化社区，促进空港与城市有机融合。

此外，作为北京重点发展的平原新城之一，顺义提
出建设城乡协调的首都和谐宜居示范区。未来，顺义将
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科技、文化、会展、金融等产业项
目，以及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大力发展新
能源智能汽车、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三大千亿元级
创新型产业集群，打造首都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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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没回来，平度城快不认识
了。”在外地上学的山东平度大学生王佳，
回到平度城区老家，颇感惊讶：宽阔笔直
的道路四通八达、富有现代气息的楼宇拔
地而起……

抢抓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和
山东省中等城市试点契机，平度市大力
实施中心城区“南进北提”战略，推进
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工作，以时代思维
与宏观布局实现重大城建民生工程的多
个“史上第一”，以绣花功夫从微观着眼
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设群众满意
的精品城市。

“平度奥体中心，从外部看像艺术品，
内部设施齐全、档次很高。”到场观看比赛
的青岛李沧区市民刘晓华感慨。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大型体育基础设
施不可或缺。“平度之前并没有像样的大型
体育场馆，老百姓想活动活动筋骨常常找
不到地方。”平度市相关负责人说，平度奥
体中心拥有1.6万个座位的体育场、7000
个座位的篮球馆、1000个座位的游泳馆及

中心广场，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近年来，包括奥体中心在内，平度实

施了青农大平度校区、青岛北部医疗中
心、文博中心等12个事关发展、事关民生
的重大项目，总投资逾130亿元。“这些项
目，不仅极大完善了平度的城市功能，也
让平度城市形象大为改观，人们对平度的
印象也从县域小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
平度城投分管负责人孙爱臣说。

2018年11月23日，横跨山东半岛的
潍莱高铁项目首件连续梁在平度段通过
验收，这条山东省内“三横”快速铁路网

“中部通道”，一举结束了平度不通高铁的
历史；在平度东北部，占地600亩、已具备

临时起降保障条件的慈航通用机场，不仅
结束了平度没有机场的历史，也成为胶东
半岛首家通用航空机场。

先后多次到平度考察投资桃花涧养
老项目的北京客商于川不由感叹道：“一
年多时间，平度就把自己打造成了‘桃花
涧’。”如今的平度城内，早餐点由原来的
占路经营污油污水满地变为室内经营、明
厨亮灶，原来横七竖八的户外广告、楼顶
广告、广告牌匾、商铺窗花不见了，多年占
用马路的市场还原成整洁有序的条条街
道……

“管理城市，就要下绣花功夫，为民执
法。”平度市综合执法局局长崔广东说，从

2016 年获省批复组建运转以来，该局以
大数据整合城管、交通、规划、国土、旅游
等执法职能，在城市管理中使出“绣花”功
夫，城市管理由“粗放”到“细微”，城市环
境从“脏乱差”到“洁净美”，提升了城市

“气质”。
无论是商业主街，还是阡陌小巷，一

块块统一的门头牌匾“挂”出了一道整齐
的风景；17类视觉污染全面清理，就连城
区边边角角的强、弱电箱箱体也以绘画、
粉刷美化提升了观赏性。

“我们深度保洁示范路，以克论净。”
平度市环卫园林管理处主任钟文格说，优
质的城区环境离不开环卫园林管理精细
化，环卫网格化管理让主次干道机扫覆盖
率 达 100% ，洒 水 冲 洗 覆 盖 率 达 90%
以上。

以改革深化城市管理，平度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市政维护队
伍，对市政设施实行“保健式”管护，提前
预防、随坏随修，保障了市政设施的正常
运转。

山东平度从县域小城迈向区域中等城市——

用“ 绣 花 ”功 夫 管 理 城 市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山东平度大力实施中心城区“南进北提”

战略，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工作，推动城市管理

体制改革，建设群众满意的精品城市

“3个工作日就办完了，养老金到账了。”宁夏灵武
市白土岗乡泾兴村妇女主任、社保服务代办员马桂琴打
开服务中心网站网页，大声告诉前来查询老伴养老金申
领业务情况的村民王占林。2018 年 4 月份以来，她代
办的泾兴村社保服务事项中已有480项显示正常办结。

增强和提升农村基层“最后一公里”群众的获得感，
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2018年4月份，灵武市按
照宁夏关于部分社会保险业务全区通办部署要求，启动

“不见面，马上办”审批模式，整合数据资源，将城乡居民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特殊人员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及参加
社会保险人员待遇资格认证、定期领取待遇资格申报等
六类业务延伸至各乡镇（村）、街道办（社区）为民办事全
程代办点，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统一申报和受理，让数据
快马加鞭跑起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指尖服
务”带来的快捷方便。

“以前村民办理业务，从村里到镇上、再到社保
局，少说也得跑 30 多公里。现在，所有资料都通过电
脑上传，几分钟就完成了。”马桂琴说，最短可以实现
即时办结，最长也不超过15个工作日。

灵武市社保局副局长王梅玲介绍说，依托政务服务
网，将 6 项业务“一沉到底”至全市的 70 个行政村和
14 个社区，彻底摆脱了业务办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一根网线就把便民服务通过办事员的“指尖”送到了群
众的“心尖”。目前，灵武市逾 3 万人足不出村办理了
社保业务。

宁夏灵武：

“指尖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许 凌 通讯员 马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