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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中国华服日在西安大
唐不夜城步行街举行，吸引了全国各地
大批汉服爱好者。“我是专门乘高铁来参
加活动的，白天在步行街上逛国风集
市，晚上看秀典。身穿华服行走在步行
街上的唐朝宫殿式建筑间，我感觉很舒
服。以传承传统服饰文化的方式弘扬传
统文化精神，宣传和鼓励更多年轻人坚
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很多华服爱好者
的初衷。”来自山东济南的汉服爱好者玥
熙告诉记者。璀璨闪耀的汉服秀典与独
具盛唐风情的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相结
合，为数万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难忘
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去年底
改造提升后，加装了电脑灯、激光灯、
LED 灯、投影、特效等声光机械设备，
设立常态性舞台，将高科技手段与舞台
等设备相结合，为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
客打造浸入式浏览体验，也成为外来游
客的热门网红打卡地。

“孩子最喜欢看天幕上的动画，朋友
聚会也爱选这里，有吃有玩可以逛一

天。”市民李佳告诉记者，大唐不夜城步
行街是西安群众享受文化、娱乐、购
物、美食等休闲娱乐生活的一个好去处。

2009年9月份建成运营的大唐不夜
城步行街位于西安知名景点大雁塔脚
下，街区南北长 2100 米，东西长 500
米，包括大雁塔北广场、玄奘广场、贞
观广场、创领新时代广场四部分，串联

起周边的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
等重要旅游景区，是曲江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盛唐文化为
主题的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街街区，
涵盖了购物、餐饮、文化、体验、艺术
品、民俗、展览等多种业态。

去年，商务部印发《关于推动高品
位步行街建设的通知》，提出改造提升一

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品位步行
街。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以改善城市消
费环境、扩大中高端消费供给、提高商
业集约化水平、推动流通高质量发展、
展示城市特色风貌和历史文脉、提升城
市形象和品位为目标，从优化街区环
境、提高商业质量、增强文化底蕴等方
面发力，对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实
施提升改造工程。

通过改造和融合，步行街区增加
了大唐佛文化、大唐群英谱、贞观之
治、武后行从、开元盛世五大主题雕
塑，构成了大唐不夜城的核心区域，
展现了西安的城市精神。围绕文化体
验消费，步行街还安排了 《再回大雁
塔》《再回长安》 两大常态驻场演出。
步行街上还分布着许多小型舞台，市
民 和 游 客 每 晚 都 能 欣 赏 到 杂 技 、 曲
艺、民乐演奏等文艺演出，形成了集
文化、节庆、购物、餐饮、娱乐、休
闲、旅游、商务、科技、“互联网+”
为一体的城市时尚新空间。

“我们确定了以打造一条国际化、人
文化、特色化高品位步行街为目标的提
升方案，街区景观和内涵均有极大提
升。”西安现代唐人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耿林说。

西 安 高 品 位 升 级 改 造 大 唐 步 行 街
本报记者 雷 婷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重庆市经信委开展民营
企业融资创新行动，通过扩大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规模、
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票据贴现力度等举措，力争帮助1万
家以上民营企业融资1000亿元以上。

充分发挥转贷应急机制效能，全市转贷应急周转资
金规模将扩大到20亿元，覆盖面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大
型民营企业。今年有望为全市 2000 家以上企业转贷，
转贷额度 200 亿元左右，为企业续贷节约成本 6 亿元
左右。

为了解决小微企业票据贴现难问题，加大支持小微
企业票据贴现力度。今年重庆有望为1600家以上小微
企业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融资700亿元以上。

实施差异化担保和分险政策，引导担保机构为企业
提供低费率融资担保，鼓励担保机构引入再担保增信分
险，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担保规模。今年将为1100
家以上中小民营企业新增费率在2.5%及以下的担保贷
款50亿元以上。同时，将为全市4000户以上中小企业
实现融资120亿元左右。

重庆开展民营企业融资创新行动
力争融资1000亿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许凌 拓兆兵报道：宁夏掀起“抓开
工、促建设、上项目、稳投资”热潮，银川、固原、石
嘴山、吴忠和中卫5市联动的“2019年宁夏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现场推进会”日前举行。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693个重大项目，当年计
划完成投资1224亿元。其中，新建项目285个，续建
项目 408 个，项目涵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农
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银川市一季度集中开
工项目306个，年度计划投资430亿元；固原市重点建
设项目80个，当年计划投资188.6亿元；石嘴山市一季
度开工项目90个，新建项目48个；吴忠市目前已经陆
续开工建设中铁建装备制造基地等139个项目，年度投
资203.3亿元；中卫市计划实施项目488个，年内完成
投资210亿元。

2019年是宁夏“项目提质增效年”，此次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建设，将加速推进全区项目建设，进一步发挥
固定资产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扩大有效投资，
为宁夏有效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等奠定坚实基础。

宁夏693个重大项目全面启动
计划完成投资1224亿元

提升改造后的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
道：日前，广州南沙开发区

（广东南沙自贸区） 向企业代
表颁发了全国首张商事登记确
认制营业执照。据了解，南沙
将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标香港公
司的注册制，在国内首先开展
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将企业
设立登记的行为性质从行政许
可改为行政确认。

“无需审批，只要符合法
定条件就能开业。”南沙区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刘韬表示，登
记机关根据申请，登记企业信
息、确认其市场主体资格和一
般经营资格，发放营业执照。
根据 3 月 20 日南沙自贸区印
发实施的《商事登记确认制管
理办法(试行)》，将改革从线
上复制推广到线下窗口，使得
办理营业执照的透明度和可预
期性进一步提升，把生产经营
自主权交还给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对境外人
员，建设粤港澳营商环境特
区，南沙区集约化调整公安、
人社、科工信等部门涉外事项
及窗口设置，在区政务服务中
心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营商通’涉
外综合服务平台。”南沙区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徐燎原
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服务平台配备
熟悉涉外业务、具有较高外语
对话水准的服务专员和业务配套设备，为境外人员在南
沙居住、创业、就业、科研、境外投资等提供咨询解
答，提供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咨询、填表指引、业务受理
等“一站式”服务。

除此之外，南沙自贸区还在商事登记领域推行“微
警认证”政务应用，实现全国首创“随时随地、刷脸办
事”“刷脸时代、无证办事”的南沙特色政务办事模
式；开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行无纸化办理；推进个
人事项“全区通办”，大幅减少群众办事成本。截至
2018年，南沙累计形成415项改革创新成果。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国内外企业纷纷落户。
2018年，南沙自贸区新设企业3.8万家，新增注册资本
8323.8亿元，新设外资企业增长3.3倍，新引进36个世
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新设金融和类金融企业3061
家。南沙人工价值创新园、13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云
从科技、小马智行、恒大纯电动汽车等纷纷落户南沙。

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表示，下一步南沙
将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优势，对标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港澳先进的监管理念和
行事规则，继续推出更有针对性、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改
革举措，把南沙建设成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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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县（市）重点发展2个以上特色主导产业——

河北布局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 英

河北以特色产业

集群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着力推动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做优，着眼对接京津

创新发展一批新兴产

业集群，着眼“有中

提升”提质增效一批

传统产业集群，着眼

“无中生有”聚力打造

一批高端产业集群，

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

前不久，2019第二届白沟品牌箱包
交易对接会暨春季备货会在河北白沟和
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
全国 4000 多名专业采购商、数十位下
游箱包市场代表参加，取得了100多万
只箱包销量、3000多万元销售额的优异
成绩。白沟，这个河北保定市商贸小
镇，从上世纪70年代末传统手工作坊制
作起步，目前已经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箱
包产销基地，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年成交额1200多亿元，成为极具
区域品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截至2018 年年底，河北省已有年营
业收入5亿元以上县域产业集群277个。
其中，超100亿元以上的62个，超500亿
元的5个，超千亿元的2个，实现营业收入
23275.4亿元，利润总额达1668亿元。

龙头企业引领，壮大集群动能

为提升县域综合实力，河北着力推
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做优，出
台关于大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将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工
程。每个县 （市） 重点发展 2 个以上特
色主导产业，突出龙头企业带动、骨干
企业支撑和中小企业配套协作，着眼对
接京津创新发展一批新兴产业集群，着
眼“有中提升”提质增效一批传统产业
集群，着眼“无中生有”聚力打造一批
高端产业集群。

走进河北省廊坊市香河机器人小镇
电商产业园，在去年刚落户的北京百纳
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张张
电路板按照编好的程序在全封闭贴装生
产线上自动贴上大大小小的电子元器
件。“我们正在生产一种可以实现人脸识
别的自动闸机。”该公司总经理陈飞说，
香河地处京津冀“金三角”腹地，是承
接京津机器人产业转移的理想区域。

“公司搬到香河后，厂房面积比过去
在北京通州的厂区扩大了近 3 倍，新上
了两条生产线，发展空间更大了。”陈飞

说，目前公司生产和研发的部分团队都
已迁到香河，去年销售收入达 1000 万
元，预计今年将增长3倍至4倍。

精准对接京津产业转移，这座由香
河县政府采用PPP模式与华夏幸福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小镇，重点围绕机
器人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本体、系
统集成、后端服务等核心环节，正在加
速形成极具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3年来已签约落户135家机器人产业链企
业，其中80%来自北京，在机器人产业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化应用等方
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锋示范。

今年，香河县将围绕做强机器人产
业，启动机器人小镇四期工程，加快机
器人大厦、系统集成产业园建设，推动
重点项目竣工投产；围绕壮大3D打印产
业，加快启动瑞盛3D打印产业园二期工
程，扶持汇天威等重点企业发展，带动
产业集群壮大规模，加快把香河打造成
京津周边具有竞争优势的高端制造业大
区、现代服务业高地。

产业链条延伸，扩大集群规模

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不仅将有效提
高特色产业集群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

力，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途径。

日前，位于河北省沧州经济开发区
的中韩 （沧州） 产业园暨中日韩产业园
举行揭牌仪式，在现有北京现代汽车及
摩比斯、岱摩斯、矢崎等日韩产业基础
上，加快建设清华汽车产业园、北工大
汽车创新园、中国航天科技产业园、韩
国南山商业小镇等中韩高端项目，以现
代汽车为起点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该园
区的主要产业支撑。

走进北京现代沧州工厂，两万平方
米的冲压车间只有68名工人，在车身车
间，299 台黄色机器人挥舞着灵活的机
械手臂搬运、焊接、码件，动作一气呵
成；在北汽新能源黄骅分公司总装车
间，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完成一道道工
序，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轿车逐渐成型
……随着北汽集团华北 （黄骅） 汽车产
业基地、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竣工投产，
新一代ix35、悦纳、北汽新能源407EV
物流车等车型陆续量产，沧州正在向汽
车城加速蜕变。

两年多来，沧州将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产业打造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之一，
大力推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加快
高端汽车、节能汽车、专用汽车、关键

零部件、汽车装备产业发展，延伸产业
链条，构建起整车及零部件全产业链，
推动这一产业向千亿元产业集群目标坚
实迈进。

在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带动下，沧州
经济开发区聚集了北汽海纳川、北汽韩
一、瑞荣汽车配件、友信配件、嘉诚兴
业等20多家知名汽车配件生产企业，汽
车整车及配套零部件企业总投资 269.8
亿元，产值超200亿元，构建起“一极
引领、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了骨干企业引领、上下游紧密衔接、
关联配套强劲的汽车产业链，带动上下
游配套企业投资超过30亿元，现代汽车
产业基地初具规模，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集群初步形成。

同时，沧州工厂汽车整车及配套零
部件企业直接带动就业 6000 人以上，
间接拉动就业 2.4 万人以上，带动整车
零部件物流、服务贸易、汽车金融以及
相关产业产值加速增长。

树立区域品牌，提升集群竞争力

创建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集
群的重要举措。如今，河北邢台市清河
县羊绒企业注重工业设计，打造区域品
牌，已经成为河北制造的“新名片”。

红太集团聘请德国、瑞士、意大利
高级服装设计师组成两支设计团队；宏
业羊绒公司陆续投入 2000 多万元用于
新产品设计研发……

“清河羊绒产业发展迅猛，得益于不
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河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樊英俊说：“目前清河县
羊绒具有较完备的产业链条，但仍需继
续补链、强链、延链。”清河县虽然拥有
140 条粗纺生产线，但在精纺方面仍有
巨大潜力，他们突出产业链招商，引进
一批像香港南旋等投资规模大、带动能
力强的项目，加快产业提档升级。

“除了引进来，清河还支持本土企业
抱团发展，‘走出去’拓展空间。”樊英
俊说，围绕打造“羊绒之都、世界绒
谷”目标，与阿里巴巴、唯品会等电商
平台合作，科学分析市场消费习惯，精
准布局，提升企业销售能力，促进羊绒
产业提档升级。2018年，清河位居“全
国电商示范百佳县”第二名，电商年销
售额达60亿元。

在区域品牌创建方面，清河支持企
业积极参与国内国际高端展会，打造清
河羊绒区域品牌。除举办中国清河国际
羊绒及绒毛制品交易会外，还积极参加
专业展会，扩大清河羊绒品牌知名度。

一系列措施使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快
速兴起，其中安平的丝网、临西的轴承、辛
集的皮草、桃城的工程橡胶、永年的标准
件、宁晋的工程电缆等都成了享誉全国、
全球的产品。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段润
保表示：“特色产业集群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支撑，在推动传统制造业振兴过程
中，河北一直在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打造
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力争到
2020 年，培育出 80 个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亿元的产业集群，带动河北经济运行
质量跨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