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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区域战略布局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强健产业发展筋骨

湖北“一芯驱动”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构筑“一芯两带三

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体系，推动集成电路、

数字、生物等十大重点

产业发展，加快在新一

代 信 息 技 术 、 生 物 医

药、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新

的增长极

在位于湖北武汉的华工正源公司车
间里，工人们忙碌地组装器件，一个个
光模块在生产线上通过测试。

“一边生产，一边安装调试新的生
产线。”在千里之外的十堰，东风康明
斯排放处理系统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宋
文豪告诉记者，新生产线明年投产。届
时，该公司年产能将达 54 万套，年产
值超过 45 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发
动机后处理制造企业。

优化区域战略布局、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强健产业发展筋骨，湖北正加速
新旧动能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

优布局 “一芯两带三区”

走进位于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国家
存储器基地，一派忙碌景象。该基地项
目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存储器规模化发
展“零”的突破，正在研发制造高水平
存储芯片。

“该芯片将填补我国主流存储器领
域空白。”在武汉光谷国家存储器基
地，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长高启全指着展板说，我国首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32 层三维 NAND 闪存
芯片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实现量产。

去年底，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
（扩大） 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勾
画出以“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
同”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和产业发展战略
布局。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说，我们要遵
循“区域平衡、城乡融合、产业协同、
特色分工”的原则，通过产业科学布
局，着重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不融合、不协调、不互补问题。

“一芯驱动”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力。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章新国分
析 ， 此 “ 芯 ” 有 三 层 含 义 ， 产 业 之

“芯”，区域之“心”，动能之“新”。
湖北将依托存储器、航天产业、网

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汽车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和十大重点产
业，大力发展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
型产业，培育“芯”产业集群。

强化武汉“主中心”地位和襄阳、
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地位，提升武汉城市
圈和其他城市群功能，发展壮大更多新

的区域增长极，加快形成中心带动、多
极支撑的“心”引擎。

如今，武汉与周边黄石、鄂州、黄
冈、孝感、咸宁等市交通、产业一体化
步伐加快推进，合作共建的产业园超过
20余家。

以武汉光谷生物城为“火车头”，
湖北生物产业版图由武汉一枝独秀，演
化为“1+8”多点支撑。在荆楚大地
上，宜昌、荆门、十堰等 8个区域性生
物产业园相继破茧而出。

“一芯驱动”，关键在创新，成效在
输出。这些“溢出效应”，犹如燎原星
火，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两带支撑”，则是以长江经济带、
汉江生态经济带为依托，以沿线重要城
镇为节点，打造长江绿色经济和创新驱
动发展带、汉随襄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带。

“三区协同”，瞄准国家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等
重大战略，在“多极支撑”区域发展布
局中形成产业联动优势。鄂西绿色发展
示范区，坚持以“绿”为本，打造全省
绿色发展增长极；江汉平原振兴发展示
范区，坚持以“农”为基，打造全省特
色产业增长极；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
坚持以“转”为要，打造全省转型发展
增长极。

“‘一芯’是龙头，起引领作用；
‘两带’是两根台柱子，是湖北发展的
主动脉、主骨架；‘三区’是延伸，起
到重要的联动作用。”湖北省省长王晓
东表示，“一芯两带三区”构成了湖北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体系。

补短板 瞄准基础领域

目前，316省道襄阳朱集白河特大桥
正加紧施工，明年建成通车后将方便襄

（州）枣（阳）近50万群众出行。
到2020年县县通高速；农村无害化

厕所普及率达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 93%以上……同日，湖北省政府办公
厅发布《关于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
力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聚焦脱贫攻
坚、交通、水利、能源、农业农村、生态环
保、社会民生等九大领域，强化项目建
设，力补基础设施短板。

据介绍，湖北将九大领域补短板目
标任务工程化、项目化，加快推进相关重
大项目。如在扶贫攻坚领域，对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的 32.31 万户 89.08 万贫困
人口，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
求，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双提工程”。

《意见》明确，加快建设汉十高铁、郑
万高铁等 13个重大项目，市州行政区高
铁覆盖率达 90%，县级行政区铁路覆盖
率达到 70%左右，基本形成以武汉为中
心“米”字形高铁网；推进保神高速、枣潜
高速等 29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到
2020 年高速公路里程增至 7500 公里，
实现“县县通高速”；建成 8个运输机场，
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市州在 1.5小时车
程范围内可享受航空运输服务。

水利、能源方面，重点加快鄂北地区
水资源配置等水利工程建设，到2020年

全省重点易涝地区排涝能力提升一倍；
加快渝鄂背靠背直流输电项目建设及新
疆煤制气外输通道湖北段一期工程等 9
个油气项目建设。

针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这一难
题，到 2020年湖北将新建、补建 1556万
亩高标准农田，全省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全覆盖且稳定达标运行。在生态环保领
域，到 2020 年全省城市、县城生活污水
处理率分别达到 95%和 85%，全省城市

（含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95%，建制镇不低于70%。

一批民生项目将促进社会公共服务
均等化。到2020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8%以上，基层医卫机构标准化率达
90%，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
新增 70 万套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高
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设施。

强筋骨 提升金、新、绿含量

在武汉开发区，东风汽车年产 30万
辆乘用车扩建项目奠基，以绿色环保、
节能降耗、自动化水平对标全球标杆
工厂。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华星光电显示
面板项目，天马第六代 LTPS—AMO—
ED生产线项目，长飞自主预制棒及光纤
产业化项目，一批代表行业顶尖水平的
项目纷纷开工。

在宜昌，总投资 208 亿元的 13 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由深圳有为化学公
司、宜化集团共同投资 80亿元建设的全
球最大光固化新材料产业园，是其中单
体投资最大的项目。

在襄阳，总投资 50亿元的湖北卡为
智能终端产业园、总投资 24.6 亿元的三
环高端车桥精密生产、总投资 23.9 亿元
的金环 10 万吨绿色纤维等项目正加快
建设。

武汉市围绕“芯屏端网”、光通信、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为突破口，积极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打造
产业之芯；襄阳市提升“襄阳云谷”区域
性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服务功能，建设国
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城市，
培育发展新动能；黄石市以建设先进制
造之城、创新活力之城为载体，重点建设
科创中心等“五大科创平台”，提升产业、
产品和企业科技竞争力。

“一批高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
引领性项目，正在构筑湖北竞争新优
势。”湖北省发改委主任程用文告诉记
者，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作用，印发了《全省 2019—2020
年重大推进项目清单》，明确了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项目 1171个，总投资约 4.26
万亿元。其中，2019 年新开工项目 311
个，总投资1.12万亿元。

今年，湖北将加大推动集成电路、数
字、生物等十大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极。
同时，抓住核心技术这个关键，加大自主
创新和研发应用力度，在存储芯片、高端
数控机床、发动机和减速器、关键原材料
等“短板”领域合力攻关。

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 2 月 18 日，
湖北省开工项目 1270个，总投资 9157.9
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111
个，总投资3210.6亿元。

随着这些新项目开工，在湖北产业
地图上全新标注上了 110个全省重点成
长产业集群、16 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与牛奶、羊奶相比，骆驼
奶营养更加丰富，市场前景
广阔。“一峰产奶骆驼，一年
可带来1万元收入。”新疆福
海县喀拉玛盖镇牧民吾木尔
别克·木斯尔汗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他通过养殖骆驼走
上致富路，“现在每月都能有
5000 元收入，盖了新房、买
了新车，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福海县大力发
展骆驼产业，养殖骆驼成为
牧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
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
已从过去的交通工具，成为
产业发展的载体。10 余年
前，养殖骆驼效益低，加之其
交通功能早已被现代交通工
具取代，导致福海骆驼数量
骤减，全县骆驼数量仅3000
多峰，目前已接近2万峰。

作为福海县乃至全国骆
驼产业龙头企业，新疆旺源
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骆驼产品加工、销售，每
年在当地收购约 3000 吨驼
奶。为解决保鲜难题，让福
海驼奶走出新疆，该公司专
门成立了研发团队,与国内
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成功将
驼奶保鲜期从 7 天延长至 6
个月，带动了骆驼养殖。

发展骆驼产业，奶源供
应是关键。旺源生物科技集
团每年投入 1000 万元以上
资金，向养殖户提供无息贷
款。“一方面，企业提供资金
扶持养殖户，能够保证奶源；
另一方面，突破了保鲜关键
技术，可以敞开收购，筑牢了
驼奶产业根基，也让这项产业成为富民产业。”公司奶源
部经理热合买提多拉·阿布勒泰告诉记者。

作为第一批向旺源生物科技集团供奶的牧民，福海
县喀拉玛盖镇的木尔扎别克·塔皮养殖量不断扩大，目前
已有150峰骆驼，一年仅驼奶收入就达70万元。“养骆驼
的好处是一年365天都有活干、天天能赚钱，一峰产奶骆
驼可连续产奶 14 个月至 15 个月。”木尔扎别克·塔皮笑
着对记者说，“以前骑上骆驼是要去牧场，现在骑着骆驼
奔小康”。

随着科技攻关力度加大，骆驼产业链条在不断延
伸。如今，旺源生物科技集团不仅能生产驼奶、驼奶粉、
肉类制品，以及围巾、被子等驼绒产品，还通过加工驼奶，
研发了能吃的化妆品。公司董事长陈钢粮介绍，科技创
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现在企业每年将销售额的
10%作为科技研发资金，持续开发新型驼产品。

目前，福海县正在打造集休闲、康养、工业观光等于
一体的骆驼小镇。未来，牧民不仅可以通过销售驼奶、驼
绒等赚钱，还可通过开展赛骆驼、游客体验骆驼养殖等增
收。一峰骆驼将“驮载”一二三产，“沙漠之舟”变身“产业
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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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西咸新区云端自贸产业园微信
公众号，进入园区优势—公司注册，再跳
转到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上办事大
厅，按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完成企业注册，
之后在大厅签订相关协议，办理入园手
续。”在西咸新区云端自贸产业园，按照工
作人员的提示，窦宇轩用了不到 2 个小
时，便拿到了新的公司营业执照。他感慨
地说：“以前，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完成
公司注册和入园手续一般要等 3 个工作
日，现在通过‘集群注册’只跑一次，真是
太方便了。”

窦宇轩说的“集群注册”是指经营者
登记注册住所与实际经营地址分离，多家
企业以西咸新区云端自贸产业园运营公

司的地址作为住所登记，并由该运营公司
提供住所托管、财务托管、法务手续等基
础服务，组成企业集群的登记注册模式。
如今，这个占地只有 500 平方米的园区，
运营仅半年时间已“云聚”630家企业，形
成了新能源、智能制造、大健康、跨境电
商、文化旅游、应急安全六大创新产业
集群。

陕西自贸区西咸新区片区依托西咸
云端自贸产业园，率先探索“集群注册+
远程注册”便利化工商注册登记模式，“一
网通管理、一站式服务”的创新管理服务，
构建“云端+自贸+产业+园区”综合服务
体系，让小微初创企业“一址多照”“云端
办公”成为现实。

在云端自贸产业园董事长郭建春看
来，“集群注册”改变了“一企一址”的传统
模式，突破了物理空间，提升了产业园单
位面积产出，解决了企业办公场所缺乏、

距离成本高等难题，降低了企业创业门
槛。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传统注册相
比，“集群注册”每年可为这630家企业节
省运营成本400万元，节约办公空间超过
63000平方米，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生产总
值，又降低了运营成本和创业创新风险，
有力推进了产业集约化发展。

目前，产业园在工商登记注册方面与
西咸网上办事大厅和微信办照实现了有
效衔接。产业园与华为云联合开发的电
脑端、手机端系统已投入运营，免费为初
创企业提供视频会议系统、OA 办公系
统、云存储空间等服务，实现基本的云端
办公功能。产业园还以官网和微信公众
号为载体，为集群注册企业提供“一站式”
在线综合服务，构建互联网生态圈集群
效应。

西安大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是入驻
产业园的首批企业之一。公司副总经理

唐博坦言，公司通过“远程注册”入驻园区
后，享受到很多“福利”。“产业园免费提供
了办公场所，仅这一项每年就为公司节省
了十几万元房租。此外，产业园云端大数
据平台还为公司运营提供统一的通信、物
联网络、工商注册、法律、技术等在线综合
服务。”

记者了解到，产业园管理方为入驻企
业提供的主要服务包含五大板块，即运营
中心、数据中心、服务中心、智慧网络和公
共系统。

此外，由产业园牵头的“云端产业研
究院”“云端专业孵化器”“云端创投基金”
正在稳步推进，将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
本和创业创新风险。未来，园区将规划建
设集“集群注册与信用服务平台、众包协
同平台、全渠道供货平台和专线物流仓储
网络”为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服务平
台”。

陕西自贸区西咸新区片区构建综合服务体系——

服 务 上“ 云 端 ” 企 业 少 跑 腿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广西环境部门获悉：
广西今年将围绕“决战攻坚、加快治理、指导基层、服务企
业、稳妥运转、改善质量”的思路和要求，紧盯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和重点污染物，实施精准治污。

在蓝天保卫战方面，2019年全区设区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90.9%；PM2.5平均浓度不高于36
微克/立方米，并将继续实施春季、秋冬季攻坚行动，以抓
好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城市扬尘、秸秆和垃圾露天焚烧、露
天烧烤等面源污染治理为重点，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在碧水保卫战方面，2019年将着眼护清水、治差水、
保饮水，重点加强近岸海域和九洲江、南流江、漓江、钦
江、下雷河等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同时，规范工业集聚
区水环境管理，治理城市黑臭水体。

在净土保卫战方面，2019年全区重点行业企业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13年下降9%。抓好河池国家土壤
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初步形成一批示范工程。

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杨虎报道：安徽省以国家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指
导，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目标，结合区域和行业用能特点，运用财政、
物价、环保等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工业生产、建筑供暖供
冷、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五大领域实施“以电代
煤”“以电代油”，着力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降
低大气污染物排放，形成清洁、安全、高效、智能的新型能
源消费方式。

2019 年，安徽省将继续挖掘电能替代的深度和广
度，因地制宜开展乡村电气化、清洁高效绿色校园、工业
燃煤锅炉（窑炉）、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居民生活电气化
等电能替代专项行动，争取完成电能替代电量48亿千瓦
时，助力打赢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攻坚战，促进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

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安徽推进电能替代

紧盯重点时段、区域和污染物

广西实施精准治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