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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记者从陕西省统计局获
悉，2018年，陕西省县域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全省 77
个县 （市） 实现生产总值 10738.27 亿元，突破万亿元
大关，较上年增长 8.4%；实现总税收收入 1023.56 亿
元，跃上千亿元台阶，较上年增长25%。

2018 年陕西全省 77 个县 （市） 实现生产总值
10738.27 亿元。其中，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的县

（市） 39 个，较上年增加 4 个；超过 200 亿元的县
（市） 11个，较上年增加1个。

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陕西省县域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全省 77 个县 （市） 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9.4%，快于县域生产总值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
31.8%，较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占比
48.4%，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同时，发展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全省 77 个县 （市）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179个，较上年增加70个。

县域经济发展的红利进一步惠及百姓。全省 77 个
县 （市）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5人，较上年增加4
人；普惠性幼儿园占比83.8%，较上年提高了10.7个百
分点；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44.8%，较上年提高
了 18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319 元，较上年增长 8.1%，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13元，较上年增长9.2%。

结构优化 惠及百姓

陕西县域经济总量逾万亿元

福建泉州丰泽区：

现代园区为城市赋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一座面积不大的城区，却有大小20
多个“创业园”星罗棋布。它们曾经是
破旧工厂，如今“蝶变”为数控园、软
件园、网商园、文创园、广告园等，涵
盖了智能制造、高新技术、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诸多
新兴业态。各种主题广场、公园又将各
类创业园有机串连起来，城中有园，园
外有园。

这就是福建泉州丰泽区。面临土地
紧缺、产业老化等问题，丰泽立足“核
心城区”定位，将释放新动能的着力点
放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将打造“创新
创业创造平台”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
抓手，掀起了延续至今的“造园热”。一
栋栋旧厂房焕然一新，变成了一座座承
载着发展新引擎的现代园区，各地高端
人才涌入丰泽，创新创业创造蔚然成
风。丰泽的“造园行动”为国内城市赋
能创新创业创造、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园区释放新动能

在莱茵斯科技公司模拟实验室里，
该公司最新研发的“故障电弧探测器”
正在工作。“只要有电流的地方，就有电
气火灾隐患。”公司董事长黄千军介绍，
电气火灾过去主要依靠人工巡检，往往
在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防患电
气火灾成为不少行业特别是工业界的痛
点。针对该痛点，莱茵斯科技公司研发
了以“故障电弧探测器”为核心的“电
气火灾智能监控系统”，由于市场需求
大，该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
从去年开始与学校、文物、医疗、教育
等各个领域单位展开合作。

莱茵斯科技公司是入驻丰泽“华创
园”的科技型企业之一。“华创园”全称
为华侨大学 （丰泽） 创新创业园，由泉
州市政府联合华侨大学发起、丰泽区政
府与启达创业共同投资建设。“华创园”
总经理吴辉告诉记者，项目空间由 4 栋

已经废弃的树脂工艺厂房改造而成，初
衷是通过政、校、企协同创新，打造高
新技术孵化及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
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及创新型人才，
促进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华
创园”将入驻企业定位为高新技术，目
前聚集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新材料、环
保科技、应用化学、工业设计、智能制
造、物联网、芯片等新兴产业企业。经
过短短 3 年时间，该园区释放新动能的
潜力已崭露头角。2018 年，“华创园”
产值达到 5 亿元，纳税实现 1963 万元，
带动就业1400人。

“预计到2020年，‘华创园’产值将
突破 10 亿元，纳税实现 3000 万元以
上，带动就业 3000 人。”吴辉充满信心
地说。

“创业园”无中生有

“华创园”只是丰泽区内众多创业创
新园区的一个代表。10年前，丰泽对辖
区内的落后产能企业坚决予以清退，鼓
励符合市场需求的传统制造业开展全面
升级。与此同时，“无中生有”，培育现

代服务业，将大量闲置厂房“腾笼换
鸟”，按照新发展理念，规划主题创业
园，培育符合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潜力
大、产城协调、绿色生产等要求的新兴
业态。

东面，除了“华创园”外，中豹智
慧园家装建材电商创意园已入驻 135 家
企业，未来将打造为仓储、运输、配送
一体化的互联网+物流专业市场；此
外，还有工业设计大学生电商创业聚集
地的“华大电商园”等。

南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建海西国
家广告产业园区 （泉州园），规划改造
175栋旧工业厂房。近 10年来，西区核
心区“领SHOW天地创意办公区”已陆
续改造17栋，逐步形成了由广告产业为
核心的创意服务产业集群和创意生活产
业集群，该园区不远处还有泉州市网商

（虚拟） 产业园、泉州伯勒小镇文化创意
产业园、浦西时尚创业街区、现代美居
广场等，一大批从事广告、文创、影
视、电商等行业的创业青年汇聚于此。

西北面，以泉州软件园和泉州市北
峰“数控一代”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示范
园为代表，前者是泉州市发展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的核心园区，业态主要以软件
开发、信息服务、人工智能为主，包含
了国家特种机器人装备制造基地、福建
联通云计算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后者致
力于培育装备制造、软件业、信息产业
等新兴产业，目前首期 5 栋旧厂房已完
成改造。

培育园区“内生力”

是什么吸引了众多项目纷至沓来？
“华创园”入驻企业“师傅邦”被称为国
内首家家装领域的“滴滴平台”，公司总
经理陈长豪说：“主要还是在于政策。”
泉州市丰泽区科技局联系华创园工作人
员林炎烨介绍，“师傅邦”APP 系统是
由华侨大学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研发出来
的，根据丰泽区2016年出台的“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规定，对于体现华侨大学
优势并由华侨大学推荐入驻的高端研发
机构，可享受免收租金的优惠。对于入
驻的高端研发机构，自入驻之日起，第
一年租金减免100%。

除了租金外，税收减免也是吸引高
新技术企业入驻的主要因素。据2016年
丰泽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入驻

“华创园”的高端研发机构，自入驻之日
起，前 3 年按其在本区所缴税收区级财
政留成部分额度的 100％给予奖励。此
外，还有人才补助政策等。

造好“金园子”，也引来了“金凤凰”，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端研发人才、创业青
年汇聚到丰泽。目前，全区拥有番薯创客
等各类众创空间 30 多个，数量占泉州市
众创空间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国家级众
创空间4个，占福建省三分之一。

如何让人才长期留下来？在营造创
业园区的同时，丰泽引导各个园区完善
生活配套；园区以外，不断地优化生态
环境，修建生态公园，布局各种商业广
场，构建了“城中有园，园外有园”的
可持续“生态园”环境。

目前，一座座园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
个产业新动能的“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器”，空间、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逐渐实现了新旧交替，丰泽区的“产城发
展生态”也随之实现了“脱胎换骨”。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南宁市日前
启动“爱南宁 爱分类”主题活动暨“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全面铺开垃圾分类工作，包括启
动全市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在南宁部分小区，可以看到蓝、绿、黑三种颜色的
垃圾箱，这是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设置的分类垃圾
桶。目前，南宁市有150个住宅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今年南宁市将在巩固试点小区垃圾分类成果的基
础上，在全市所有住宅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记者从南宁市垃圾分类办了解到，今年该市生活垃
圾分类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措施包括：在全市公共机构
和相关企业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基础上，以国
有企业、大型商业广场、农贸市场等为突破口，启动全
市相关企业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在各城区、开发
区大力推进辖区示范片区建设工作，采用政府入户宣
传、政府+智能垃圾桶等多种模式，集中力量打造亮
点；扩大示范小区范围，形成典型示范的带动效应，提
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多种模式 打造亮点

南宁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

图为软件开发与信息服务产业集聚园区“泉州软件园”。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机构编码：B0264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2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5月19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东街2号1幢1层102室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04日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机构编码：B0264S2110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8号2层216-220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04日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机构编码：B0264S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9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1层108、109单元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04日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机构编码：B0264S21100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5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3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观音庵北街3号院1号楼1层136室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04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012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7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2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1号1层105单元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0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右内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36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28号南栋一层109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89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04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区五里坨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西街9号院6号楼1层11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槐柏树街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1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北里6号楼一层8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8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2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7月12日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54750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10号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增光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17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5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05日
邮编：100044
电话：010-88517816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甲20号首层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5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北苑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7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4月23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北苑一路1号院2-10、2-11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锋创科技园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9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99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2号楼107
室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江御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12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0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长云路2号院11号楼1层1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9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15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27
号楼C座一层10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35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雅安路6号院1号楼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0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07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3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甲2号楼1层116-119室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07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新华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2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4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12月03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华里16号院2号楼103-02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0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长安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5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4月1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西侧1至3层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3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6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8月2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常惠路6号楼1层119、1层120、2层
216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13日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294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13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7月23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F1915-
F1920，F2009-F2012A单元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0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8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8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5月16日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鼓楼东大街密东广场19-8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0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8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09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5月16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西里1号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运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2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1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楼第一层（标识层第
一层）06、07号房屋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4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1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政南街6号院一里13号1-2层101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乐成中心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3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12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7月2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2号地上 1层 AL113-
AL11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5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
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