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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农业自由贸
易经济区里，一台台“东方红”拖拉机大显
身手。通过联动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探
索中乌农业自由贸易新模式，中国一拖提
供的农机装备在这里收获了一期 2000
公顷绿豆。种子、机械运出去，高端农产
品运回来，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双向开
放”战略实现了实质落地。

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格力智能制
造基地、洛阳有色金属交易中心……随着

一批重大项目、重点平台、重点企业的引
进、落地、建成，如今在河南自贸区洛阳片
区，多项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
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改革开放创新为
动力，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商事制度改
革和投资贸易便利化创新试点等方面开
展了大胆探索。截至 2018 年年底，国务
院要求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共 4 批 153
项，洛阳片区已按要求复制推广 134 项，

并按照“边试点、边复制、边创新”的思路，
形成了78个具有洛阳特色的案例。

据最新统计，自 2017 年 4 月份挂牌
成立以来，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产业多点
开花，截至 2018 年底进驻企业数量突破
1 万家，达到 10061 家。其中，外资企业
43家，实际利用外资3.2亿美元。

在进驻企业中，注册资本亿元以上企
业122家，10亿元以上企业9家。按行业
分类，第一产业 253 家，注册资本 20.8 亿
元，占进驻企业的比重为 2.51%；第二产
业 2223 家，注册资本 278.9 亿元，占比为
22.1% ；第 三 产 业 7585 家 ，注 册 资 本
570.51亿元，占比为75.39%。

如何选择重点产业布局，构建相关产
业体系，进一步发挥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
对洛阳经济的加速推动作用？《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规划》
筛选出适宜发展的产业池，明确了未来

“2+3+N”的产业发展体系：以先进制造
和服务贸易为支柱，以金融、科技服务和
总部经济为先导，以现代物流、数字经济、
高端生活服务业等为支撑的产业发展
体系。

按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功能定位和

重点产业方向，进驻企业中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企业共计 9201 家，占进驻企
业的 91.45%。其中，高端制造业 1616
家，占进驻企业的16.06%，包括装备制造
类企业907家、机器人企业18家、新材料
类企业510家、其他制造业企业181家。

位于洛阳市高新区河洛路上的维度
能源产业园，相关手续刚办理完毕没几
天，已有7家企业正式进驻。

“以打造‘国际智能制造合作示范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先行区、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引领区’为定位，以金融、科技服务
和总部经济为先导，以先进制造和服务贸
易为支柱，以现代物流、数字经济、高端生
活服务业等产业为支撑，最终建设成为双
向开放先行区、改革创新活力源、高质量
发展增长极，并探索出一条具有洛阳特色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新路径。”河
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管委会主任胡衡
庐告诉记者，把握科技体制改革、军民科
技协同创新发展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和科
技服务政策支持，打造市场化、专业化科
技服务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重点发展研
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科技金融及综合
性科技中介服务产业。

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探索产业发展路径——

万 家 企 业 进 驻 高 端 制 造 扎 堆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陈 曦

2018 年，甘肃旅游业交出了一份
沉甸甸的“成绩单”：全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超过 3 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060 亿 元 ， 分 别 增 长 26% 和 30% 以
上。尽管旅游产业连续几年保持较快增
速，但在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看来，这些
指标放到全国来说还有明显差距。

“现在甘肃各地携手发展联动性还
不是很强，各打各的牌，没有形成精品
旅游线、成熟旅游圈。”林铎分析说，
不是甘肃资源不好，原因在于没有充分
整合开发，我们既要打好特色牌，又要
打好融合牌、联动牌。

为此，甘肃省出台 《关于加快旅游
公路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着力补齐
旅游公路基础设施短板，优化重要城市
节点之间、旅游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
旅游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景区与景区
之间的路网连通和有效衔接。

到 2020 年，甘肃将力争实现所有
具备条件的大景区、5A 级旅游景区通
高速公路，具备建设条件的 4A 级景区
通二级及以上公路，逐步实现具备条件
的 2A 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景
区 （点） 通硬化路，基本形成“快进慢
游”旅游交通网络。

打通路网，为景区按下“快进键”

2018 年，甘肃推出“交响丝路·
如意甘肃”的旅游宣传口号，并已逐渐
形成品牌效应。但是，受地形狭长、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
景区的可进入性差仍是制约甘肃旅游发
展的“瓶颈”。

为此，甘肃提出构建“快进慢游”
旅游交通网络，打通“断头路”，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为游客创造快速
便捷安全可靠的交通条件。2019 年至
2020 年，甘肃将安排建设通达大景区
高速公路 3 条 391 公里，解决宕昌官鹅
沟、红色南梁、夏河拉卜楞寺等 3个大
景区所依托的县城通高速公路问题；安
排建设通达 5A 级旅游景区高速连接道
路3条161公里，解决天水麦积山5A级

景区高速连通和敦煌 5A 级景区高速互
联互通问题。

同时，甘肃将在两年内安排建设通
达 4A 级景区连接道路 15 条 259 公里，
先期启动通达 3A 级景区连接道路 6 条
114公里，解决5个3A级景区三级公路
连通问题。剩余的 25个 3A 级景区分步
组织实施，分阶段实现通达 3A 级景区
三级公路全覆盖。到 2020 年，实现所
有具备建设条件的 4A 级景区通二级及
以上公路，破除重点旅游景区可进入性
差的“瓶颈”制约。

在乡村旅游道路方面，甘肃将推进
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等农村经济干
线建设，推动连接道路向其他A级景区
和乡村旅游景点延伸，逐步实现具备条
件的 2A 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
景点通硬化路，支持全省 268个乡村旅
游示范村的乡村公路提等升级，旅游专
业村对外连接公路等级应至少达到四级
公路标准。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卫中介
绍，目前甘肃已累计实现 2 个 5A 级景
区通高速公路，56 个 4A 级景区连通二
级及以上公路。嘉峪关、敦煌机场开通
重点旅游城市的航班航线 20 多条，开
通或延伸了敦煌至天水、银川、新疆等
地的旅游列车。

一列火车，搭出一个产业平台

1月19日“环西部火车游·康养新
年之旅”专列正式启程，此趟专列充分
结合甘肃省冬、春季旅游淡季价格优势

和图定列车票额充足等特点，以“铁
路+旅游”理念，开发具有西北特色的

“冬季康养系列”产品，释放出铁路对
甘肃旅游景点的串联优势。

让一列火车成为一个产业平台，
2018 年，这种构想在中国铁路兰州局
集团推出的“环西部火车游”上成为现
实。兰州龙行天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邱
诚说：“‘环西部火车游’让火车这个
传统的交通工具，搭建出一个全新的产
业平台。”

记者了解到，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以一列精品旅游专列为纽带，结合 6条
精品旅游线路，将甘肃、宁夏等地的西
部国家级名优景点排列组合，已经推出
45 种定制化旅游线路图。目前，“环西
部火车游”已初步形成地区美食供应、
传统文化宣传、扶贫产品销售以及接
团、车上服务、景区服务、酒店服务、
餐饮服务无缝对接的市场链条。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
说，仅 2018 年上半年，全国 17 个铁路
局集团公司开进甘肃的旅游专列就达
76 列。火车与旅游融合，变以前“列
车绕着景点过”为现在的“火车朝着
景 点 开 ”， 最 大 限 度 满 足 游 客 旅 行
需求。

为解决“畅游”问题，甘肃还在开
展更多探索。根据日前出台的《关于加
快旅游公路建设的工作方案》，甘肃未
来将加快推进依托高铁站、机场的旅游
集疏运体系建设，实现高铁站、机场、
公共交通、旅游专线间的无缝衔接，形
成交通枢纽—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的旅

游集散网络。

交通融合，串起一路好风景

立足甘肃丝绸之路旅游黄金段的定
位和甘肃冬春旅游资源优势，设计“慢
游、静修、颐养”三大主题旅游线路，
推出涵盖甘肃冬春季冰雪奇观、历史文
化、自然风光、民俗活动等各类旅游产
品，满足人们个性化的出游需求。

在甘肃省官鹅沟 4A 级旅游景区，
与春夏秋三季的青山碧水飞瀑景观不
同，冰雕、雪雕、滑雪等项目成为景区
冬季旅游的新体验。

官鹅沟景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宕
昌县，尽管被评为 4A 级景区十余年，
但几年前来这里欣赏原生态山水的游
客有限。最近几年，甘肃省各地加快
旅游产业发展，官鹅沟景区在建设上
加 大 投 入 ， 许 多 基 础 设 施 得 到 了 改
善。加上 2017 年国庆节前兰渝铁路全
线通车，距离景区不到 20 公里的地方
就设立了火车站。从兰州和重庆等地
坐火车前往官鹅沟景区更加便利，游
客数量迅速增加。2019 年 1 月 8 日，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跑兰渝
线，坐火车到官鹅沟的车程更短，让
游客数量再次快增。

交通便利，“开门见山”成风景，
游客纷至沓来。在秦巴山区深处的花桥
村，56岁的村民张永新每天推开大门就
能望见不远处的青山，红火的乡村旅游
让他一年收入4万元。

像张永新家一样，花桥村 200多户
群众从乡村旅游发展中受益。花桥村虽
然地处秦巴山区深处，但国家的大力投
入使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改
善。前几年当地通了高速公路，下高速
后 10 分钟车程就能到村里。2018 年上
半年，80公里外的机场也通航了。通过
美丽乡村建设，花桥村这个曾经贫困的
小村庄已经发展成4A级旅游景区。

随着自驾游在旅游出行中的占比不
断提高，公路服务设施也与旅游的关联
度越来越高。

今后两年，甘肃将强化汽车站、服
务区等公路设施的旅游服务功能，建设

“游客集散中心”“公路驿站”，积极拓
展“服务区+旅游”“服务区+物流”

“服务区+商业综合体”“服务区+地方
特色产业”等特色服务功能，打造集旅
游宣传、游客集散、“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交通旅游综合体。

记者了解到，2019 年至 2020 年，
甘肃将筛选全省已实现网上售票且具备
改造条件的三级以上汽车客运站，分批
次、有步骤地改造升级，力争打造交通
游客集散中心 110个左右，兼具公益属
性和旅游服务功能。

同时，甘肃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
设 31 个甘肃特色旅游商品和甘肃地方
农特产品实体示范店，协调开通服务区
快递代理业务，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购
物需求。同时，打造服务区地方特色小
吃店 16 家，提升旅游餐饮品质。建设
21 对服务区 39 座充电站，开展光伏发
电站建设试点，强化节能减排；对临近
旅游景区的 9对服务区实行游客集散中
心改造。建成11个“交通驿站”、12个

“司机之家”。

既要打好特色牌，又要打好融合牌、联动牌——

“快进慢游”赏“如意甘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甘肃补齐旅游产业

发展短板，优化重要城

市节点之间、旅游出发

地与目的地之间、旅游

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

景区与景区之间的路网

连通和有效衔接，让游

客畅游甘肃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日前，广西壮族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广
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
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带动战略，加快构建“南向、
北联、东融、西合”新格局，盘活开放发展这盘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广西将按照国家部署，
紧盯重大标志性项目，加强软硬件建设，大力提升通道竞
争力。为了畅通高效运输走廊，提高陆路干线运输能力，
广西将加快黄桶至百色、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南昆铁
路威舍至百色段等货运通道规划建设。围绕把北部湾港
建成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和区域性国际枢纽港这一目标，
加快推进钦州港东航道扩建、钦州港东站集装箱办理站、
铁山港东岸码头等一批通道项目，规划建设20万吨级集
装箱码头和自动化码头。

同时，广西将加强物流枢纽建设。其中，包括提升北
部湾港陆海联运和国际中转等功能，打造港口型国际交
通物流枢纽；建设南宁区域交通物流枢纽、东兴和凭祥口
岸交通物流枢纽，推进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等项目；推动
开行重庆等区域枢纽至北部湾港高频次班列直达线，增
开加密北部湾港至东盟国家港口班轮航线，积极开拓远
洋航线等。

同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这是广西
今年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又一新举措。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今年将推进开放平台升
级发展：高水平办好第 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深化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理体制
改革，聚焦项目引进和建设，加快形成产业支撑：发挥跨
境劳务和边境贸易政策优势，引进贸易加工企业，推进中
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发展；深入实施
新一轮加工贸易倍增计划，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和转型升
级，提高互市商品落地加工率；等等。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广西：盘活开放发展这盘棋

本报讯 记者雷婷、通讯员何汪维报道：“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改
革、扩大高水平开放。”陕西省省长刘国中在政府工作报
中指出，2019年全省经济社会主要预期目标生产总值增
长 7.5%—8%，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6%，城乡居民收入分
别增长8%和9%。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突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作为首要重点工作。

今年陕西将以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作为重要抓
手。抓好 100 个总投资 500 亿元的重大技改项目建设,
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大对机械、冶
金、建材、纺织、食品等产业的改造提升力度,促进建筑业
优化升级。推动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推进榆林
80 万吨乙烷制乙烯等重大项目落地。完成 78 户“僵尸
企业”处置和210万吨煤炭去产能任务。

同时，陕西将经济发展“引擎”落在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通过实施产业链推进方案，推动先进装备
制造、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和产品向价
值链中高端跃升；做大做强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等产
业，加快推进新舟700飞机研制生产、C919飞机配套、通
用飞机和无人机等产业发展，促进卫星移动通信、导航、
遥感等航天领域业态集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抓好三星二期、华天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奕斯伟
硅材料等重大项目建设。

今年，陕西将促进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资源
整合、业务融合，支持汽车、输变电、节能环保、数控机床
等领域企业加速由设备提供商向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变。
围绕制造业集群构建区域服务体系，促进融资租赁、检验
检测、法律咨询、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壮大。

本报讯 记者梁婧 刘存瑞报道：日前，山西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2019年是山西在“两转”基础上拓展新局面的
攻坚之年。

在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十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聚焦转型项目建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紧紧扭住转型项目这个“牛鼻子”，扩大有效投
资，满足消费需求，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强支
撑。二是聚焦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全面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打造新型产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
基地。三是聚焦关键领域改革，激发转型发展活力。准
确把握市场化改革要求，扎实推进能源革命综合试点，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以改革“一子落”带
动转型“满盘活”。四是聚焦融入国家战略，不断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深度对接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开放平台
功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高
地。五是聚焦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
提升中心城市品质，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切实提高城镇
化质量，形成中心带动、内外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
局。六是聚焦全面小康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七是聚焦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
游强省。八是聚焦解决突出问题，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九是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加强
保障和改善民生。十是聚焦平安山西建设，提升社会安
全稳定水平。

实施产业链推进方案

陕西：突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转型项目建设

山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