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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城市规模结构 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关中平原城市群聚力高质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 婷

围绕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

市群、内陆改革开放

新高地，关中平原城

市群三省8市按照规划

要求，既有机统一，

又分工协作，加快全

面协同发展

日前，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
陕西西安市举行，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00 多名境外嘉宾、60 万余
人次国内客商和企业参展参会，展销特
色商品达 2.5 万多种。西安作为区域中
心城市，抓住国家出台 《关中平原城市
群发展规划》 战略机遇，加快开放开
发，全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心
城市。

强化交通枢纽

今年 3 月 25 日，300 多位来自“一
带一路”沿海港口、沿边口岸、沿线地
市、央企、国内外物流公司等领域的嘉
宾齐聚西安，就共同建设中欧班列集结
中心达成共识，发布了共建“一带一
路”（西安） 陆海联运大通道倡议，促进
各方共同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支
持打造中欧班列 （西安） 集结中心，通
过共建共享和资源集约使用，进一步提
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降低国际联运综合
物流成本，不断优化服务水平和贸易环
境，实现各方利益共享、降低风险，从
而使中欧班列获得长期的国际市场竞争
优势。

以西安为核心，打造中欧班列 （西
安） 集结中心，不仅是国际国内交通物
流企业的共同愿望，也是陕西突出地域
优势、做强交通枢纽、带动关中平原城
市群发展的重要环节。

西安是我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
桥的重要支点，是西部地区面向东中部
地区的重要门户，贯通西部地区的南北
通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在此交汇，以西安
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高速
公路网加快完善，国际枢纽机场和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加快建设，全国综合交通
物流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
群，交通基础设施先行一步。目前，陕

西已建成吴起至定边、陕甘界至陇县、
山阳至柞水、宝鸡过境凉泉至苟家岭
段、西宝改扩建潘家湾至凉泉等 5 个高
速公路项目，新增通车里程 196 公里，
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突破 1600 公里，22
个续建项目全面展开。全省干线公路建
设规模超过2500公里，建成通车或主体
完工 32 个项目 1000 公里。西安至银川
高铁建设进展顺利，西安至延安高铁开
工建设，西安至十堰、西安至安康、延
安至榆林三条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有序
推进；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北客站至
空港新城段建成，空港新城至机场西段
正在加快建设。

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西安
确定了“多轴线多中心多组团”空间发
展格局，加快推进“枢纽联通、洲际覆
盖、特色鲜明、量质并举”的国际枢纽
城市建设，仅去年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496 个，全年完成城建投资
773.6亿元。地铁4号线开通运营，西延
路快速路建成通车，打通断头路 30 条，
新增公交线路 20条，全市新增 7条国际
客运航线、总数达64条，航空旅客吞吐
量跃居全国第七位，货邮吞吐量突破31
万吨、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第一，中

欧班列“长安号”开行1235列，实际开
行总量、重载率、货运量全国第一。

优化产业布局

“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推进城镇化
产业化是重要支撑。我们投资 2.3 亿元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节点城市汉中建设高
能食品生产基地，对农产品深度开发，
迅速占领国际国内市场。”位于汉中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陕西神龙生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廖德宏表示。

汉中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汉中为了加快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节点
城市，全力推进产业优化和调整。汉中
依托资源禀赋，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
兴产业发展、新型能源利用、生态旅游
开发等领域，精心策划大项目，加快支
柱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迈
进。今年全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403
个，年度投资 811.4 亿元，目前累计开
工重点建设项目 8 批次 185 个，总投资
487.7亿元。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产业
化和城市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陕
西、山西、甘肃三省 8 市正按照规划要

求，既有机统一，又分工协作地建设产
业体系。

为了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西安市确立了打造“三中心两高地
一枢纽”的发展定位，即打造国家西部
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对外交往中
心、丝路科创中心”，建设“丝路文化高
地、内陆开放高地”和“国家综合交通
枢纽”。全市紧紧围绕这一战略定位，一
方面建设中心城市各大板块，另一方面
全力发展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科
技、新兴材料等新兴产业。仅2018年就
完成研发投入 410 亿元、占 GDP 比重
4.91%，全市专利申请总量达到 7.12 万
件 ， 技 术 成 果 交 易 额 达 到 1028.33 亿
元，新增市场主体 55万户、总数达 148
万户。通过城市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
全市去年完成生产总值 8349.86 亿元、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4.7 亿元、完
成进出口总值 3303.87 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8.2%、10.8%和29.6%。

守护绿水青山

去年 8 月份，陕西召开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全面打响“青山、蓝天、碧
水、净土”四场保卫战，决心把生态环
境改善作为推进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的
一项核心要务，全方位推进。

为把关中平原城市群打造成为内
陆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传承中华文
化 的 世 界 级 旅 游 目 的 地 ， 陕 西 省 在
2018 年初步划定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为 5.03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
积的 24.43%。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 度 改 革 ， 先 后 解 决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400 余 件 ， 解 决 群 众 身 边 环 境 问 题
7000 余件。在绿水保卫战中，针对汉
丹 江 督 导 各 地 加 快 重 点 治 污 项 目 建
设。2018 年，全省 50 个国家“水十
条”考核断面Ⅰ—Ⅲ类比例 78%，优
于国家考核指标。

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北一翼的甘
肃天水市，确定了以黄河及渭河、汾
河、泾河、丹江等水系为重点，自然保
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滩涂
等为补充，构建渭河流域绿色生态廊
道，建设好城市群生态节点的整体思
路。以秦巴山地及渭北、天水等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为重点，科学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强以秦
岭、桥山、六盘山为重点的山体保护，
严格控制开发强度，搞好植被恢复。加
强渭河、汾河、泾河等水系治理，加快
引汉济渭等重大水源补给工程建设，营
造科学合理、自然优美的水生态。实施
渭河干流滩面整治、河道疏浚、水污染
治理、生态修复及湿地建设、水生物保
护、河湖自然联通恢复等工程项目，实
施渭河沿岸工业污水治理工程，实施渭
河流域泾河、灞河等主要支流水污染综
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各项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与此同时，陕西、山西、甘肃三省
共同召开联席会，共同签署了推进规划
落实的 《关中宣言》，签署 《关中平原
城市群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
推进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构建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深
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协同
发展。

神垕镇钧瓷、平乐村牡丹画、爱和
小镇三彩艺、画虎第一村的“虎”及镇平
玉雕……近日，由河南省商务厅带队的
参展代表团在2019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大放光彩，以传统文化为画笔，
装点了中原地区崛起的创意和产业内
涵，亮出了对外服务与贸易的中原名片。

文化+创意

在京交会上河南展馆展出的李学武
牡丹瓷不仅有雍容华贵的大型摆件，还
有精致玲珑的小花匠系列，包括项链、
耳环、戒指等类型。作为河南独具特色
的陶瓷产品，牡丹瓷被大众盛誉为“永
不凋谢的牡丹花”。

“我一直都喜欢牡丹文化，这些小首
饰物件看起来特别精致。”程女士抬了抬
手示意。记者注意到，程女士购买的粉
色牡丹瓷手链售价 399 元，出自洛阳李
学武牡丹瓷小花匠系列作品。工作人员
现场展示了牡丹瓷手工制作全过程：用
一团团调制好的高岭土捏制成一朵朵牡
丹花瓣，然后将众多花瓣合在一起，中
间用黄色颜料染好的土做花蕊，随后一

朵一朵活灵活现的牡丹瓷胚胎就呈现在
观众面前。

由单薄的金片和杯壁形成的特色茶
杯，绽放大片牡丹的瓷器花瓶，镂空形
状的丝绸之路瓷瓶，十二生肖形状的酒
尊……整个河南展区里充满了浓厚的文
化创意氛围，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驻
足欣赏。

文化+产业

固始柳编也是这次京交会参展代表
之一。固始县三河尖乡因地制宜，开发
柳条资源，发挥传统工艺技能优势，以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走出了一条生
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固始县柳编生产企业有 100 多家，
其中拥有贸易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有14
家，产品包括 20 个系列的 22600 个品
种，远销欧美及东南亚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创汇 4000 多万美元，带动沿淮
乡镇近10万人脱贫致富。

南沟村被称为中国剪纸第一村，黄
亮娥是三门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陕州剪纸） 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以剪纸

艺术为核心，剪纸艺人们用心创作了众
多作品，带动陕州区南沟村及周边区域
200 余人从事剪纸、装裱等，作品远销
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年产值达50余万元。

“本次参会的都是乡镇代表团，工艺
品都出自农民之手。”河南省商务厅副厅
长李若鹏解释了参会初衷，“这些产品扎
根大地生生不息，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
富，支撑起了沟通世界的‘贸易桥梁’，
汇聚起了建设美好家园的磅礴力量。”

文化+贸易

“开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2012 年
的 66.2亿元快速增至 2017年的 106.5亿
元，增速达 10.7%，占 GDP 比重达到
5.64%，位居全省第二。文化产业增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连 续 位 居 河 南 省 前
列。”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
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震表示，开封因
文化而盛，因贸易而兴，在全国率先提
出“文化+”理念，一个“外在古典、
内在时尚”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正在加
快形成，开封文化产业正向“高端要

素+文化”加速转变。
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袁进超表

示，郑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在“引进
来”和“走出去”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下一步工作重点将放在服务贸易，尤其
是文化贸易将成为自贸试验区重点产业。

近年来，河南文化贸易迅速发展。
“2018年文化产品进出口1.8亿美元，同
比增长 42.4%。文化服务进出口 7322.1
万美元，同比增长 34.1%，文化企业积
极开拓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力不断增
强。”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
巡视员王惠英赞叹道。

河南历史文化悠久，拥有丰富多彩
的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文化贸易的良好
基础。河南省自由贸易实验区已经在服
务业扩大开放、产业优化布局、贸易便
利化水平提升等方面积累了很多有益经
验。“我们积极支持河南自贸实验区，发
挥先行先试制度优势，深入挖掘内涵丰
富的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贸易实现高质
量发展。”王惠英说，“相信更加开放的
市场环境，更加良好的市场秩序，将为
文化贸易的繁荣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

河 南 ：文 化 融 合 架 起“ 贸 易 桥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刘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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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山东夏津的椹果香飘四溢。从四面八方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尝一粒鲜椹果，饮一杯椹果酒，品一
口椹叶茶，感受着古桑树群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当
地招商引资喜结硕果，年产 10 万纱锭高端智能纺纱项
目、桑椹酵素产品技术研发合作项目、百世云数字经济
产业园等项目相继落户。

千年古县夏津遗存 6000多亩全国面积最大的古桑
树林群，其中百年以上古桑树2万余株。为了保护这片
桑树林，近年来夏津县积极挖掘有着千年历史的农桑文
化，提升文化内涵。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来了，帮助
县里和农民出主意，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汇源果汁、
德百集团来了，投资建设果汁加工厂、温泉度假村等项
目，“唤醒”古椹树。

坐落于夏津黄河故道森林腹地的德百旅游小镇椹仙
村，在古色古香的将军府里，每天都在上演当地非遗文
化表演、名家名流演出。宽窄巷子里的各地美食让游客
流连忘返。齐鲁印象体验地、主题文化园、亲子园、康
养基地、文体康乐园、拓展实战基地、汽车营地等七大
板块，打造集民俗、服务、产业加工等于一体的文化综
合特色小镇，各类休闲观光项目和旅游节庆活动让夏津
知名度大幅提升，仅今年“五一”期间旅游区就接待游
客15.6万人次。

为了使古树保护与农民受益并进，夏津引导党支部
领办创办合作社，鼓励群众以桑树入股，分享二三产业
的增值收入。夏津尚品源桑树产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3
年，在理事长李民的带领下，恢复了制作椹糕、桑茶的
传统工艺，建设桑椹、桑叶加工生产线，加工后的桑叶
茶每斤可卖到上百元。如今，东方紫、卡洛斯、圣源等
一批桑类企业发展迅猛，年加工椹果达 2 万吨，桑叶
1000吨，人均增收1万余元。

“文化、旅游、经济融合，不是简单的‘1+1+1’，
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我们在传承、保护的同时，
着力把‘一粒桑椹果’做成‘一席宴’，让‘古桑文
化、桑产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逐步实现文旅搭台
唱好‘经’戏的目标愿景。”夏津县委书记才玉璞说。

山东夏津：

椹果加工富农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董玉龙

“目前，全世界维生素 B12的年产量中 70%是我们
集团旗下的玉星生物工程公司生产，年产量已连续 10
余年位居世界第一。”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河北宁晋县
的玉锋集团生产车间，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玉锋实业
集团通过微生物发酵提取维生素B12，玉米提取物是重
要原料之一。

宁晋是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也是河北第一产粮大
县，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玉米，粮食年产量达 80 万吨以
上。从卖粮食到深加工，宁晋县近年来不断探索玉米的

“无限可能”。
“我们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不出县就将一粒玉米吃

干榨净。”谈起玉米加工链，河北省宁晋县农村农业局
局长李耀辉如数家珍：“玉米籽粒做成淀粉、葡萄糖，
提炼维生素B12、玉米油，玉米芯作为食用菌基料，废
料有机还田，玉米秸秆作为青储饲料、奶牛养殖，其粪
便又可作为食用菌基料或土地培肥，提高粮食产量。”

记者了解到，通过打造大循环产业链，宁晋县形成
了玉米深加工、小麦精加工、乳品加工、食用菌加工四
大产业迅猛发展的良好发展格局，各产业都形成了产销
一体化、贸工农相衔接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
效益产业化格局。

玉锋实业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年
加工玉米达 360 万吨。不仅解决了宁晋县及周边县市
300 万亩玉米的销售问题，还带动了当地种植、养殖、
医药、食品、运输等产业快速发展。

“以一公斤玉米 1.8 元为例，经过初加工制成淀
粉、胚芽、蛋白粉、玉米浆，从最初的每公斤1.8元涨
到了 2.3 元，增值率 28%。”玉锋实业集团董事长王玉
锋算账说，企业再经过胚芽油、果糖、葡萄糖、维生素
B12 等深加工、精加工后，一公斤玉米最多可增值到
3.46元，最终增值率达93.5%。

不仅玉米粒深加工能增值，废弃的玉米芯、玉米秸
秆在宁晋县也都成了宝。在云泰食用菌有限公司，一排
排高标准现代工厂化菇房格外醒目，公司负责人牛蓝海
介绍说：“玉米芯是食用菌栽培的主料，一般占配方的
70%以上，得益于质优价廉的原材料，公司食用菌年产
量达 7200吨，产品畅销石家庄、太原、北京、济南等
大中城市，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

对于利用过的废菌包，宁晋县还探索出制作有机肥
料、开发育苗基质、作沼气原料等高效利用形式，不仅
解决了二次污染问题，同时节约了资源和成本。目前，
全县食用菌年产量 5.5万吨，产值超 6亿元，出口总值
1200万元，带动2万多群众脱贫增收。

玉米秸秆是奶牛的主饲料，宁晋县是全国牛奶生产
50强县，奶牛存栏 5万头，标准化奶牛养殖小区 40多
个。每到秋收季节，该县大量收购秸秆的车辆就会开到
田间地头直接收购，制作青储饲料，提高了乳品品质，
同时增加了群众收入。

河北宁晋：

玉米衍生多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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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大循环产业链，河北宁晋县

形成了玉米深加工、小麦精加工、乳品加

工、食用菌加工四大产业发展格局

山东夏津县将“古桑文化、桑产业、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建设集民俗、服

务、产业等于一体的文化综合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