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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路过山东莱西市文化中心，悠扬
的旋律飘荡在耳边。文化中心这一城市

“新地标”，规划设计之初是作为2015世
界休闲体育大会“休闲论坛板块”的举
办地。如今，这里人气一路走高，年均
承办活动40余场次，日均人流量300人
次，成为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根据
地”。

借休闲体育大会东风，莱西城市建
设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蝶变，城市发展
至少提速了5年至10年。

新落成的体育中心实现了莱西市大
型运动场所“零”的突破，其中的攀岩
场地是青岛第一块可用于举办高规格国
际赛事的场所，在山东省也是屈指可数

的专业攀岩场地；姜山湿地开发 10 年
后，借世界休闲体育大会之际第一次全
面开放，成为青岛及周边市民周末休闲
的好去处；占地 788 亩的休闲体育公
园，成为大沽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莱西市体育休闲设施场地逐步完善。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为莱西市交通基
础设施提速大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动力。
上午10点半出发，还能赶得及中午“打
卡”中山公园,一边野餐一边赏花，龙青
高速公路、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开通后，
让莱西市民过上这样的生活成为可能。
在“赛事经济”驱动下，莱西市民的生
活半径还将不断扩大。去年2月6日,在
望城街道张家村附近，打下了全线第一
桩，标志着潍莱高铁正式拉开施工序
幕，开通后从莱西到济南只需 2 小时，
到北京也仅需 3.5 小时。届时，莱西市
将形成龙青高速、沈海高速、青荣城际
铁路与荣潍高速、蓝烟铁路、潍莱高铁

交织成的“三纵三横”快速路网。
如果说快速路网是一座城市的主动

脉，那么主次干道就像“毛细血管”，直
通市民家门口。北京路的204国道至烟
台路段道路罩面工程仅用 3 个月就全线
恢复通车；南水路南延工程在世界休闲
体育大会开幕前半个月通车，成为连接
城区与姜山新城的一条快速通道、景观
大道，通过该道路莱西湖和姜山湖实现
了直达。除了北京路、南水路，上海路
道路罩面、深圳路道路翻修等6项工程
也都顺利完工，主城区主次干道实现了
沥青全覆盖。今年莱西市还将有步骤地
打通天津路等未贯通道路，打造南京
路、烟台路、青岛路和北京路、上海路

“三纵两横”精品示范街，让城市“毛细
血管”更加畅通。

莱西通过城市规划、道路整治、绿
化景观、污水整治、环境卫生和亮化

“六大整治提升行动”，实现了“重要路

段精品化、出入通道全绿化”“城区主次
干道雨污分流全改造、乡镇污水主管网
全覆盖”“有路就有灯、路路有照明”的
成效，构建起市、镇、村三级环卫规范
管理体制，打造了“天蓝、水清、地
绿、景美”的生态宜居环境。

城市美了，吸引力大大提升。“我第
一次来是2014年，当时感觉这里像一个
大工地，这次来给我的印象是干净、规
整、清新，休闲氛围和现代化气息更浓
了。这次就不想走了，打算留下来寻找
商机。”来自泰安的刘猛对莱西发展前景
充满期待。

今年，莱西市将以举办青岛 （莱
西）2019世界休闲体育大会为契机，在
更高层次上推进规划建设管理，坚持立
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规划建设与
长效管理相统筹，全方位提升城镇功能
品质，借势而上，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
性次中心城市。

山 东 莱 西 提 升 城 市 能 级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徐亚晓

发挥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

成渝城市群：双向合力共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成渝城市群经济

总量从 2014 年的 3.76

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

的近6万亿元，不断加

快一体化发展步伐。

成渝两地依托科

研资源优势、高新技

术产业基础，联合打

造了一批创新型园区

和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基地

成渝城市群——西部大开发的重要
平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中国对
外开放 （“一带一路”） 的重要区域。
从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
经济区区域规划》到2016年3月份国务
院常务会议通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再到 2018 年 6 月份 《重庆市人民
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22 年)》 的签署，成渝城市群用快速
递增的经济总量印证了其一体化发展步
伐不断加快：从 2014 年的 3.76 万亿元
增长至2018年的近6万亿元。

一直以来，媒体将成渝城市群中两
大核心城市成都和重庆比作西南地区的

“双星闪耀”，但也存在争议。有人认
为，成渝两地在整个城市群中GDP占比
过大，挤压了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出
现了有悖预期的“哑铃形”发展结构。
但仔细观察，很多城市在受到两大城市
双向辐射的同时，正在通过自身的产业
发展力争抵消虹吸效应，坚持优势互补
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城
市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准定位 深融合

按照《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近年
来成渝两地依托科研资源优势、高新技
术产业基础，充分发挥了天府新区、两
江新区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联合打
造了一批创新型园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形成电子核心部件、新材料、物
联网及智能装备、高端交通装备、生物
医药等产业集群。

这些颇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园区在城
市群中星罗棋布。在四川广安邻水县高
滩镇“川渝合作示范园”，有种到了“假
广安”“真重庆”的感觉，因为这里

“渝”字牌的车比“川”字牌的车还多；
不仅来自重庆的车多，重庆投资的企业
也多，一家紧挨一家：力维登公司，生
产汽车配件，来自重庆；骏谊机械公
司，也生产汽车配件，同样来自重庆
……在示范园里，近 60 家企业中就有
50家来自重庆。重庆干脆给这个园区取
了另一个名称：“重庆空港工业园区配套
产业园”。

四川省遂宁市地处成渝经济区黄金
节点，既位于成渝经济区发展主轴“轴
心”位置，又处在成渝城市群“核心”
地带。电子信息、文化旅游、现代物流
等绿色产业初具规模，既可与周边市州
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方面互
联互通、优势互补，又具有配套成渝的
产业基础，在区域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

“大竹县的定位是川东渝北地区次级
中心城市，西南机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
基地在川东和渝北地区可以形成产业聚
集高地，川渝合作 （达州·大竹） 示范
园区更是大竹深度融入重庆发展的例
证。”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
介绍。大竹到成都的距离有近 370 公
里，但到重庆只有180余公里，随着川
渝合作不断深化，大竹县在产业发展中
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不论是被辐射还是
主动融入，这些城市都紧紧抓住了区位
优势。

大通道 大物流

公路、铁路……成渝城市群交通建
设速度不断加快，交通历来是城市群发
展的根基。

打开高德地图输入成都天府广场、
重庆北站，会有 3 条推荐线路，分别为
成巴高速、沪蓉高速、渝蓉高速，前 2
条线路最终汇聚到成渝环线高速，后一
条线路直达。这几条高速通车的时间从
2013年到2017年不等。

“现在从成都开车到重庆，进收费站

拿卡，出站还卡交费，一路畅通无阻。
车辆不用在收费站排长队，刹车都要少
踩几脚。”为了工作，成都一家广告公司
总经理吴先生几乎每个月都要成渝两地

“跑”，有时带着标书并不方便乘坐高
铁，他更愿意选择开车。据了解，川渝
两地是全国打破高速公路区域网络格局
的首批试点，经过半年的筹备，已经在
2018年12月28日下午实现了无阻断通
行，这就意味着整条高速全面完成了联
网收费系统改造，从技术上实现了高速
公路通行费“分省计费、统一收费”。

2018年7月20日22点12分，从成
都东站发出的G8599次动车前往重庆西
站，抵达时间为23点29分，为了提高成
渝高铁通勤效率，这是西南地区首次开
行“深夜动车”。从早上6点43分开始，

现在成渝两地每天近80趟高铁动车在两
地间开行，平均通行时间约为1.5小时。

更大范围内的物流大通道建设正助
力地处西南地区的成渝城市群走向开放
的前沿。统计数据显示，在2018年开行
的6300余列中欧班列中，从成都、重庆
两地发出的班列占总数约50%，覆盖境
外数十个站点。成渝城市群里各大城市
制造的产品也跟随这条物流大通道快速
走向了世界。

谋布局 共发展

城市群发展如何提速？业内人士指
出，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力，尊重
市场规律，意味着打破地域壁垒，在成
渝大融合、大协同的情形下，鼓励竞
争，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其
次，区域合作还应当进一步完善机制，
要建立合作区域内联席会议制度，探索
建立泛成渝地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协作
等机制，促进城市间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分工布局、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展
开务实合作。

其实，在已明确的成渝城市群的五
大任务中就提出“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
享协同发展机制，推动资本、技术等市
场一体化”。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
强认为，成渝城市群可以借鉴京津冀、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积极推
进川渝共同设立区域协调机构，建立主
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环渝腹
地经济区块横向协调机制，设立由有关
县、市、区为成员单位的轮值联席会议
制度，协商解决区域合作的有关问题。

曾经，成都和重庆是西部城市群里
快速发展的双核。现在，两地分别通过

“东进”和“西进”，不论是地缘还是产
业都越来越“近”。

成都提出了“东进”战略，明确东
部区域是城市功能新区。范围包括龙泉
驿区部分，青白江区和天府新区龙泉山
部分，简阳市、金堂县全域。发展目标
包括建设国际空港门户枢纽、成渝相向
发展的新兴极核、引领新经济发展的产
业新城、彰显天府文化的东部家园。重
庆科学城等重大项目则在渝西片区布局,
渝西片区已成为重庆工业化、城镇化最
活跃的区域。

“跟着客户需求走，今年我肯定会在
重庆注册一家分公司。这两年可以特别
明显地感觉到很多客户把生意做到了重
庆。”吴先生说，作为普通人，他能感觉到
城市群聚合发展像无形的“推手”。的确，
从曾经仅仅是地缘相近到现在“多城一
体”逐渐成为现实，“同城思维”的理念已
经嵌入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规划中。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在深圳海关远程指导
下，深圳嘉里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日前成功打印深圳首
份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是海关全
面贯彻落实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的重要
措施，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出口原产地证书，极大
地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据了解，海关总署在深圳等12个直属海关实施原
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改革，签证机构签名及签章均实现自
动打印。改革取消了办理出口原产地业务必须到海关前
台签字盖章的旧有环节，企业只需一台互联网电脑和一
台双面彩色打印机，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原产地证书，实
现出口原产地证书全流程线上办理，打通了海关原产地
业务电子化办理的“最后一公里”。

为提升企业认知度，更好运用新功能实现“足不出
户”申办原产地证书，深圳海关采取以点带面的做法，
对企业广泛宣传，积极协助企业做好企业电子签章维
护、“单一窗口”密钥申办、自助打印设备配置等工
作，及时收集系统使用问题，总结经验做法，为辖区全
面铺开自助打印模式奠定良好基础。本次适用于自助打
印的原产地证书有15种。

深圳实现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打通电子化办理“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广西制
定印发了 《广西工业龙头企业培育库实施方案》，今
年将重点培育 100 家龙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目标
2000 亿元，约占广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10％。
此举将进一步助推全区一批龙头企业再上新台阶，充
分发挥龙头带动和骨干支撑作用，厚植工业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

广西明确工业龙头企业培育库入库标准，即工业龙
头企业必须符合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自治区
范围内注册的独立核算工业和信息化企业，以主导产
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有发展潜力产业中的企业为
主，原则上每个行业入库10家。具体需要符合生产经
营规模较大、经济效益好、税收贡献大、主导产品突
出、带动能力强、技术研发能力强、经营机制完善、国
际市场竞争力较强八大条件。

据了解，进入培育库的龙头企业可享受多重政策
扶持“红利”。例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工业
龙头企业用能、用电、用水等需求；工业龙头企业投
资建设项目优先纳入自治区重大项目库；优先支持工
业龙头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技术） 研究中
心等创新平台，优先申报绿色制造、创新型等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

广西建立工业龙头企业培育库
每个行业入库10家

据新华社电 （记者何宗渝、张千
千）由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5.5
亿元建设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核
心零部件制造项目”日前签约落户重庆
两江新区，该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0 万套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核心部件
的产能，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以该
项目为牵引，两江新区将打造千亿元级
氢能源产业生态链。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压

缩机为核心的制冷装备与能源装备制造
企业。此次签约落户的“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及其核心零部件制造项目”将分三
期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在 2021 年投
产；雪人股份还计划3年内在重庆布局
36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170辆氢燃
料电池物流车、重卡和环卫车，并分期
建设 35 座加氢站，从而完善重庆氢能
源供应网络，满足当地氢能源车辆的运
行需求。

两江新区布局千亿元级氢能源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
报道：长三角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日前在上海浦东张
江科学城启用。目前，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
相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基地的启用将为
长三角广大科创企业提供
更加精准的服务。

作为承担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和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两大任务的
载体，长三角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采用“线下+线上”
双重服务模式，发挥上海
金融要素市场集聚辐射功
能，满足长三角企业多层
次融资需求，优化区域内
资源配置。此次启用的是
线下空间张江基地。

目前，基地已规划了十
大服务功能，分别为上市行
政综合服务、股权投资对
接、债权融资服务、信用信
息共享、金融指数编制、推
介展示、信息发布咨询、专
业服务匹配、系统专业培训
和金融风险防范。

在启用仪式上，长三角
南京、杭州、合肥等 12 座
城市（城区）共同签订了推
动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倡议书，倡
议在优化长三角企业全生命
周期资本市场服务，搭建长
三角科创板注册制服务平台
等领域开展城市（城区）间
协作，共同打造基地的各项
服务功能。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副主任王华说，他们要为准备到科创板上市的科创型企
业提供更好的一站式服务，一门式服务。

据悉，下一步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将争取尽
快覆盖长三角主要城市，形成 1 （张江基地） +N

（长三角其他城区） 联动。同时,线上线下相结合，
在基地举行的每一场活动，只要适合科创型企业，
都将通过线上平台，实时向需要获得这些信息的企
业发布。

目前，浦东已集聚了一批辐射国内外的创新型企业
和创新资源。2018年，浦东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 2300 家，占上海市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行业已在浦东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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