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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的美好设想正逐步变为现实——

长三角建设铁路“生态画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推进长三角铁路沿

线绿化通道建设，按照

“连起来、厚起来、茂起

来、美起来”的要求，

2018年投入 5600万元用

于长三角铁路既有线路

绿化建设。截至目前，

长三角 6334 公里宜林铁

路 地 段 已 绿 化 5446 公

里，绿化率达86%，已运

营铁路绿化成果显著

长三角铁路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充
分发挥铁路行业和路网发达的优势，高
标准、高质量、高品位推进铁路绿色通
道建设。记者日前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长三角
6334 公里宜林铁路地段已绿化 5446 公
里，绿化率达86%，已运营铁路绿化成
果显著，“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
的美好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为旅客提供视觉盛宴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
密、美丽富饶的地区之一，区域内路网

纵横交织。加快推进铁路沿线绿化通道
建设，完善创新运营铁路绿化管护模
式，跟进新建线路绿化设计施工，成为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为了让铁路绿化建设更契合美丽中
国建设的节拍，长三角铁路按照时间进
度有序推进《上海铁路局铁路绿化规划

（2011—2020 年） 》。 管 内 上 海 、 杭
州、南京、蚌埠、徐州等 5家铁路林管
所、10余家工务部门对管辖范围内已运
营线路实行日常科学养护管理，实现了
绿化“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

按“连起来、厚起来、茂起来、美
起来”的要求，2018 年投入 5600 万元

用于长三角铁路既有线路绿化建设。其
中，上海地区完成线路补植造林1.16万
株，苗木成活率达到92％，修剪绿篱长
度 800 公里；徐州地区对符夹线复线、
东陇海连云港地区实行绿化升级，新造
林 70 公里，种植 7.10 万株；蚌埠地区
累计养护绿化带700余公里。

从视觉感受着手，打造精致的绿化
景观带，成为提高旅客出行体验度的一
项重点工作。上海虹桥站每年发送旅客
超过 6000 万人次，每天到发列车超过
500 列，“如何让车站绿化景观一年四
季都能为旅客呈现不同的景色？”上海
站等责任单位秉承以旅客为中心的绿化
思路，选择了樱花、桂花、银杏和香樟
等不影响高铁安全的多种乔木种植，打
造站区绿化景观带。开春季节，盛开的
簇簇樱花随风起舞，为旅客提供了一场
精彩的视觉盛宴。

将沿线建成绿色走廊

针对夏季台风、洪水、滑坡，冬季冰
冻、雨雪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树木倒折、死
亡等现象，长三角铁路每年适时组织巡
视补植。2018年共组织开展抢救26次，
扶直加固树木1.5万株，补种树木2.18万
株、草坪 5000 余平方米，使绵延几千公
里的铁路绿化功能得到恢复。

上海高铁维修段管辖长三角沪宁、
沪杭、宁杭三条高铁共 705公里绿化工
作。在加强日常维护中，该段充分融入
地方绿化配套工程，选择种植与地方绿

化交相辉映的苗木品种，实现线路宜林
长度与绿化长度、绿化长度与绿化达标
长度“双百分之百”，把高铁沿线建成
绿色走廊、生态长廊。

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途经上海市闵
行区华漕镇，长度约有 2.8 公里，上海
高铁维修段加强与华漕镇政府对接，对
途经华漕镇高铁桥下 14 万多平方米的
土地实行绿化改造，栽种 17 种乔木
6800 余株、14 种低矮灌木 6 万多平方
米，铺植草坪 8600 余平方米。该段还
增设游步道 450米，为沿线居民在茶余
饭后提供休闲运动的“天然氧吧”。

针对近年来高铁新线快速发展的实
际情况，长三角铁路严格执行“铁路工
程绿色通道建设指南”标准，提前介入
绿化设计方案的对接、审核，把新线绿
化达标要求落实在开通之前，为推进新
线绿色通道“三同步”打好基础。近年
来，已先后高质量地完成了宁安城际、
合福高铁、衢九铁路等新线绿化建设，
高铁沿线实现了一站一景、一线一特
色、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杭黄高铁途经名城 （杭州）、名山
（黄山）、名江 （新安江、富春江）、名
湖 （西湖、千岛湖），被誉为世界级黄
金旅游线。在建设中，铁路部门主动适
应区域生态特点，坚持“四季常绿、三
季有花、乔灌结合、因地制宜、注重长
效”的思路，以站场、路基、路堑、隧
道洞门、桥下等为独立单元开展绿化设
计和建设，做到“一洞一景”“一站一
景”“一处一景”，打造一条外美内实、
赏心悦目、与沿线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景
观绿色长廊，为建设美丽中国交出了一
张智慧答卷。

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一次建成里
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之一，商合杭铁路在
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前编
制绿化实施方案，做到绿化工程与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把车站、景区、城市周边
等作为绿化重点区域，在功能防护基础
上充分考虑景观效果，道路两侧分隔带
种植乔木、灌木等植物，发挥其降低噪声
和净化、美化环境的作用，打造“四季常
绿、三季见花”的绿色生态长廊。

春季到来，鲜花盛开，一列列火车
驰骋在花海中；金秋十月，丹桂飘香，
复兴号载着丝丝清香奔驰在祖国广袤的
大地上；寒冬腊月，雪花纷飞，坐在列
车上的旅客也能从容地看到铁路两侧皑
皑白雪中的片片香樟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哪里有
火车经过，哪里就有绿色出现。”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继续以打造绿色景观铁路为
抓手，砥砺前行，久久为功，统筹好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推动发
展与生态协同共进、笃行致远，为美丽
中国建设绘出一条条绚丽多彩的“生态
画廊”。

3 月 12 日，在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
览会即墨童装展厅，青岛即墨区政府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举行“共建世界级
童装产业集群先行区”新闻发布会。围
绕“共建世界级童装产业集群先行区”
发展目标，即墨区政府将重点在提高设
计研发、提升优质制造、打造区域品
牌、拓展销售渠道等板块集中发力，争
取用 5年至 10年时间，将即墨打造成全
国首个世界级童装产业集群。

近年来，即墨童装作为即墨纺织服
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庞大的外贸订单以及快速发展
的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成为全国重要童
装生产基地。即墨围绕加快市场转型升
级和做大做强童装产业的发展目标，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成功举办了
中国市场大会、中国服装大会、中国童
装产业峰会、即墨国际童装节等一系列
高水平高规格活动，先后获评“全国唯
一的出口纺织服装质量安全示范区”

“中国针织名城”“中国童装名城”“全
国 优 秀 童 装 品 牌 创 建 基 地 ” 等 荣 誉
称号。

提升设计研发 发展优质制造

“今年 1 月份，即墨被中纺联列入
‘共建世界级童装产业集群先行区’，即
墨童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我们将率先突破传统意义上简单的
规模扩张，在两化融合、产融结合基础
上实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
造，向时尚、品牌进军。”即墨国际商贸
城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永军说。

提升设计研发，发展优质制造。即
墨区针对影响即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
瓶颈问题，把设计师、打版师等人才列
入全区人才引进计划，汇集国内外设计
师群体和设计力量，将即墨打造成为青
岛服装产业时尚聚合地和优质制造地。

为吸引国内外顶尖设计资源、优秀
设计作品汇聚即墨，该区将与中国服装
协会联手建设童装设计国际交流中心，
设置设计研发、打版制作、作品交流、
成品交易等板块，为设计师、打版师搭
建创作、交流的实践基地和交易平台。
为吸引国内外高端设计师、打版师等人

才汇聚即墨，该区将会同国家行业协会
和国内外尖端设计平台，定期举办国家
级童装设计大赛、设计师沙龙等活动，
抢占童装设计领域高地。该区还将与

“高校设计联盟”合作，建立高校学生实
习基地，嫁接本地童装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提升企业设计研发能力，实现设计
产品落地，并将发挥青岛设计师集群成
长空间优势，组织本地童装企业定期举
办专业培训，补齐企业营销和设计方面
的短板。

打造区域品牌 增强竞争优势

即墨区将针对日益增强的快时尚、
个性化消费需求，把品牌培育作为提升
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以童装品牌为
突破口，推进品牌的培育和塑造。该区
与中信资本、红纺文化联合成立了 100
亿元产业基金，用于收购国内外知名 IP
资源进行孵化，通过商业化运营和产业
化融合转化为消费品，实现价值变现，
将即墨打造成为IP品牌汇聚地。

依托“即墨童装”这个国内首个服

饰类中国地理标志，结合即墨童装历史渊
源，塑造和推广即墨童装“吉咪”IP形象，
使其成为即墨童装乃至即墨纺织服装对
外展示的区域性标志。利用 3 年到 5 年
时间，规划建设以 IP 形象为核心的创意
产业园项目，重点打造集“吃喝玩乐购”于
一体的全品类“IP 儿童乐园”，定期举办
IP 授权展、品牌发布会、订货会等活动，
塑造城市发展新地标。

融合营销模式 助推转型升级

为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该区将
以即墨现有市场为基础，将线下市场线
上化、线上市场主体化，为即墨千亿元
级服装产业链插上品牌和互联网+的双
翼。该区将打造即墨童装 OSO 创新模
式，结合当前 O2O （供应链+区块链）
与 B2C电商模式，增加产品体验与服务
升级，以及线下终端展示交易，搭建集
线上供应链电商平台、智慧物管、智能
仓储和即墨童装全品类集合馆等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构建“智慧市场”新
批发商业生态。依托线上供应链平台，
与质检中心、保险公司合作，制定即墨
童装整体输出标准，在服装吊牌上加挂
地理标志、产品质检和质量承保标识，
实现对商户、商品、商圈及平台的数据
化、便捷式高效管理，带动即墨优质童
装品牌集体出海，扩大销售渠道，树立

“安全、品质、时尚”的即墨童装商业
品牌。

发力世界级童装产业集群先行区——

青 岛 塑 造“ 即 墨 童 装 ”新 地 标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吕 栋 河南济源是一座拥有73万人口的小城市，日前城区

公交启动全免费运营模式，180 辆新购置的新能源公交
车投入运行，政府每年补贴将增加到2400万元。

济源市109路公交车司机杨一峰见证了济源公交车
13年来的变革。“2006年，我进入公交行业，当时济源的公
交车配置很低，没有空调，夏天车内有40多摄氏度。”这些
年，济源市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如今济源公交车早已实现
夏有空调、冬有暖气，还有WiFi，且票价一直是1元钱。

“这次新购置的 180 辆电动汽车，性能越来越好，安
全系数也越来越高，还不收费，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带来了
福利。”杨一峰说。

公交免费，这只是济源着力改善社会民生的一个缩
影。2018年，济源实行12年公办学校学生免学费，新增
幼儿学位2500余个，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被确定为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示范营地，率先在河南省实现城乡
低保并轨……济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目
的，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质”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济源这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正是近年来济源高
质量发展的体现。2018年，济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聚焦“速度的位次”，瞄准全国全省先进，在高质
量发展的赛场上争高下、见分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0.1 亿 元 ，增 幅 居 全 省 第 一 。 其 中 ，民 生 支 出 占 比
71.4%。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增
长，去年税收收入完成 42.1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达84%。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告诉记者，数据和“免费”的背
后，是济源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
不懈努力，是济源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交上
满意答卷的苦干实干。

河南济源公交免费乘
本报记者 夏先清

童装作为即墨纺织服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墨区重点在提高设计

研发、提升优质制造、打造区域品牌、拓展销售渠道等板块集中发力，

争取用5年至10年时间，将即墨打造成全国首个世界级童装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广西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将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到 2020年将初步构建形成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2018 年，广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3114.42 亿元，比
上年增长5.6%。今后，广西将实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行
动，打造形成一批千百亿元产业。到2020年，将粮食、蔗
糖、水果、蔬菜、渔业、优质家畜等 6 个产业发展成为
1000 亿元产业，蚕桑、中药材、油茶、优质家禽等 4 个产
业发展成为500亿元产业，休闲农业成为300亿元产业，
食用菌成为200亿元产业，茶叶产值超100亿元，基本构
建形成全区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新格局。

重点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到 2020年，力争
建成 20 个自治区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重点布局 14 个
设区市，每个设区市至少创建 1 个。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新兴产业，力争把广西打造成全国休闲农业强区。

建设一批加工集聚区

广西构建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本报讯 记者刘麟报道：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 2018 年 完成售电量 1369.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2%，成为中部地区增长最快的省份。今年湖南最大
电力缺口约为总用电负荷的八分之一，2020 年约为六
分之一。为此，国网湖南电力推出“电力先行”九大行
动，力争 3 年完成 1000 亿元电网投资，全省供电能力接
近翻一番。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戴庆华介绍，国网湖
南电力将从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服务省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等方面着重发力，确保“电力先行”九大行动落实，
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电力先行”九大行动力争让电网更强、让电
力更稳、让乡村更靓、让成本更低。目前，该公司正在争
取未来3年完成1000亿元以上的电网投资，并编制湖南
电网规划，做强500千伏电网网架、简化220千伏电网结
构、强化110千伏电网互联、控制35千伏电网发展，实现
中低压配电网智能可靠。

力争3年完成1000亿元电网投资

湖 南 高 质 量 发 展 电 力 先 行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海关 3 月份正式启
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
备”所属重点专项课题《跨境邮寄物中风险源多元智能在
线探测技术及装备研制》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有望在跨境
邮寄物风险源探测领域形成新的国家/行业标准。

据深圳海关相关研究人员介绍，课题计划研发的多
元化智能探测设备将应用太赫兹时域光谱探测技术、低
温红外成像探测技术等主要前沿技术，通过建立共享多
元多源的数据库，实现对跨境邮寄物风险源的有效识别
和控制。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迅速，
2018 年全国口岸查验邮寄物数量高达 12 亿件，且以每
年超过 20％的速度增长。该课题研究成果将实现跨境
邮寄物风险源在线快速、准确识别，其成果可直接服务于
我国跨境邮寄物监管工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财产
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打造在线探测技术平台

深圳海关加强跨境邮寄物监管

图为杭黄高铁沿线一处复垦复绿场。 梁 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