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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从签约到投产，需要多长
时间？仅49天！这是河北嘉耀节能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红兵给记者的
答案。

赵红兵清楚地记得，他们投资的巴
纶板材项目 2018 年 5 月 29 日签约落地
河北承德县高新区，得益于高新区管委
会提供的“保姆式”服务，仅仅 49 天
后，首张巴纶板材便从车间下线。如
今，公司产品不仅在京津冀市场供不应
求，还出口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地区，他由衷地为承德良好的营商环境
点赞。

2018年2月份，河北省启动以“创
新创业、服务发展、服务民生”为主要
内容的“双创双服”活动，以此来激发

企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越来越多企
业像河北嘉耀节能科技一样，在优质服
务中，释放出创新创业活力。

在“双创双服”活动中，河北省针
对当前市场主体偏少、创新创业平台支
撑力较弱等问题，将创新创业重点聚焦
到培育市场主体、“双创”示范基地、科
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就业孵化基地、高
新技术企业、小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六类平台主体。

数据显示，2018年河北全省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1800 家，总数突破
5000 家，首次进入全国前 10 名；全省
24个省级以上“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成
效明显，吸引了 782 个创新团队入驻，
1135家中小型科技企业落户；省级以上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达到768 家，催生创
新团队和小微企业2万多个。

今年以来，河北省持续打造“双创
双服”升级版，在去年培育市场主体、
培育高新技术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

重点企业基础上，新增服务民营企业、
培育上市企业、服务出口企业内容，实
现对市场主体从“注册、个转企、小升
规、上市挂牌、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的全链条培育和服务，并将服务重点企
业扩展到服务所有规上企业、重点出口
企业，实现包联服务全覆盖。

同时，河北省聚焦薄弱环节，重点
从企业开办提速、提快项目落地速度、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口岸通关便利
化、减税清费降成本、加强诚信体系建
设、加强产权保护、提升开发区综合承
载能力等 8 个方面，进一步有效解决企
业开办、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存在的
难点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完全没想到，好几年悬而未决的问
题，这么快就有了具体解决方案。”保定
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中
庶说，由于政策变动、区划调整等历史
原因，该公司研发中心办公楼建成数年

都没有房产证。
今年3月14日，肖中庶在保定“企

业之家”平台上反映了这一问题，没想
到第二天，市领导就作出批示，有关部
门迅速沟通协调办理。目前，这一问题
正按既定方案加紧解决。保定“企业之
家”服务平台开通一年多来，已为近千
家企业解决问题 1132 件，解决率达
98%。

记者了解到，在打造“双创双服”
升级版过程中，河北省以服务企业、服
务项目为重点，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的帮扶力度，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主动为企业当好“服务员”。截至
4 月底，河北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完成投资2685亿元，投资完成率
37%，实际开工890项，开工率75.7%。
今年前5个月，河北全省市场主体新增
22.92 万户，完成年度任务的 45.84%，
其中企业新增7.91万户，完成年度任务
的52.73%。

河北企业在“双创双服”中释放活力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邢杰冉

7 月 9 日，宝兰高铁迎来
开通运营两周年。两年来，这
条 徐 兰 高 铁 线 上 的 “ 金 腰
带”，在推动西部地区经济旅
游文化发展，特别是在增进东
西、中西部间人流、物流、信
息流等方面发挥了“交通利
器”的重要作用。

宝兰高铁打通了中国高铁
“四纵四横”的“最后一公
里”，使甘、青、新三省区一
举融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了与
中东部地区的互联互通，也使
兰州、西安一举跨入“同城生
活”新时代。

宝兰高铁使甘肃真正步入
高铁时代，融入了东部经济
圈。甘肃天水境内有麦积山石
窟、伏羲庙、大地湾遗址等一批
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
风景名胜区。两年来，这座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搭乘高铁
东风，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与活力，受到了大批海内外游
客的青睐。据天水市文化和旅
游局副局长傅小春介绍，仅
2018 年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4219 万人次，同比增加 1477
万人次，增幅达到 35%，2019
年 上 半 年 全 市 已 接 待 游 客
2276万人次，预计下半年还会
有新的突破，游客接待量的增
长极大带动了当地宾馆、农家
乐、餐饮消费等行业快速崛起。

“目前，天水南站高峰线
开行列车达到98 趟，平均15
分钟开行一趟，基本实现了高
铁公交化。特别是在春暑运、
黄金周、小长假和周末期间，
高铁趟趟爆满，一票难求。”
天水南车站党总支书记谷江梅
介绍说。

2019 年 4 月 29 日，作为
甘肃省和兰州局集团公司“东大门”的东岔站也正式开
办客运业务。东岔站素有“云端上的小站”之称，地处
小陇山林区和金龙山旅游景区，是森林生态旅游的理想
场所。作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东岔旅游资源丰
富，多年来因为交通不便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

“高铁站开通给我们带来了财富。附近几个村子立
马活起来了，来我们这儿游玩、避暑的人多了，农家乐
生意也好了。当地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我们的花椒、
核桃、毛栗子、中药材等土特产也打通了销售渠道。下
一步，我们还规划要加大农家生态园、农家乐、旅游资
源的开发力度。”采访中，东岔镇立远村支部书记齐树
林激动地说。

宝兰高铁开通后，形成了天水与兰州、西安等城市
的1.5小时城市圈，天水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
城市间也实现了朝发夕至。“现在乘高铁就像乘公交车
一样，说走就走，感觉兰州、西安、宝鸡就在家门
口。”天水市民陈女士说。在广州定居上班的冯先生
说：“父母都在老家这边，以前感觉很遥远，现在每逢
小长假就能带孩子回家看看老人。”

为更好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新时代广大旅
客对高铁高质量服务的要求，两年来兰州西站、天水南
站、兰州客运段持续打造升级“飞天馨路”“东方微
笑”服务品牌，不断深化“母婴候车”“重点服务”“信
息咨询”“紧急求助”“失物招领”等系列延升服务项
目，拓展个性化、多元化、高端化服务，不断提高服务
品质，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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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硕士进昌吉”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活动日前拉
开帷幕，这是新疆昌吉州加快实施“人才强州”战略，
为高质量发展集聚人才的务实举措。在活动现场，该州
150多家企事业单位发布了742个引才岗位，吸引自治区
内外500多名硕士毕业及以上学历人才现场求职。

近年来，昌吉州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
念，立足自身需求引才、聚才，组织开展了“千名硕士
进昌吉”引才工作。据统计，自去年6月份以来，全州
各级事业单位已引进硕士毕业及以上学历人才逾千人。

“这次是现场洽谈、直接上岗，我们许多同学都赶
过来了。”胡安古丽·努尔是新疆农业大学硕士毕业
生，被昌吉州的引才政策吸引，“希望在现场找到理想
的岗位。”青海师范大学毕业的张万青当天从外地赶
来，他坦言：“不仅是引才政策吸引了我，还有昌吉留
才的举措，相信在这儿我一定可以大展身手”。

据了解，昌吉州不仅积极吸引人才，还努力打造留
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当地提出“人岗相适”的原则，
为高层次人才安排工作岗位；实施“一对一”帮带培养
机制，让人才尽快熟悉岗位、适应工作。同时，对引进
的各类人才，昌吉州提供“一站式”入职手续办理服
务；建设了人才公寓，提供“拎包入住”的居住条件。

同时，建立了州、县及用人单位领导联系引进人才
工作机制，及时关注引进人才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
决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此外，每年开展优秀引进
人才表彰活动，营造尊重人才、关爱人才的社会环境。
昌吉州人社局副局长李哲表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
量人才支撑，我们将按照相关政策，做好后期的督促落
实，确保引进人才安心工作、施展才干。”

活动现场，昌吉州人民政府还与新疆大学、石河子
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财经大学、昌吉学院7所高校签订了人才引进培养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等方面优势，加快推进人才培养基地、科研成果转化、
重点产业发展方面的创新合作，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新疆昌吉州为高质量发展聚人才
本报记者 乔文汇

7月11日，2019北京世园会迎来“广
东日”，以“南粤园”命名的世园会广东园
吸引了众多游客。南粤园内，岭南农林及
文化元素融入景观之中，这其中就有茂名
特色农林产品沉香、化橘红。

茂名作为广东省四个重点参与“广
东日”活动的地市之一，利用世园会这
个世界窗口，一连两天，举办系列专场
活动，重点推介名优农产品、文化旅游
等特色资源，展示了绿色生态发展成
就，并与粤海集团、海康威视、普洛斯、绿
地、中化建等知名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开
展一系列经贸、文化、旅游宣传交流活动。

茂名市市长袁古洁在推介会上说，当
前，茂名聚焦于“海”、聚力于“兴”，奋力打
造沿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

现代农业枝繁叶茂

在北京世园会“南粤园”活动现场，展
架上陈列着沉香、化橘红等名贵农林产
品，吸引人们驻足观赏。

圆圆的形状，外带一层白色的绒毛，
似柑非柑。“这就是化橘红，是我们茂名化
州市的独有产品，中国四大南药之一，是
中国名贵药材。”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锋在现场对记者说。

据介绍，由于历史原因，化橘红发展
速度较为缓慢。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国家和世界对中药材的重视与保护，化橘
红逐渐被世人所熟悉。近年来，茂名市顺
势而为，推动化橘红产业化进程，目前全
市化橘红种植面积 7.72 万亩，年产鲜果
3865吨，药材产值7.86亿元，已建成化橘
红专业镇 9 个，1000 亩以上高标准生产
示范区5个，化橘红大小加工企业65家，
专业合作社约60家，已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产地化州市被誉为“橘红之
乡”。

“其实，化橘红周身都是宝，加工应用市
场十分广阔。近几年，我们与中山大学等院
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出化橘红中药饮片
等系列产品，市场非常好。”李锋指着展示架
上的各种化橘红盒装产品介绍道。

据悉，在此次北京推介会上，化州市
推出了一个投资额为 10 亿元的化橘红

饮料加工项目，旨在将化橘红在药用、
工艺品开发基础上扩大到保健食品、护
肤美容、保健饮料方面，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

其实，在茂名，叫得响农林产品不仅
仅沉香、化橘红。地处粤西的茂名市，背
山面海，自然资源丰富，是广东省农业第
一市，全国最大水果、经济林生产基
地，全世界最大的荔枝和罗非鱼生产基
地，粮食、水果、肉类总产量稳居全省第
一。“目前，已形成‘1+2+6，的现代农业发
展格局，即1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
国家田园综合体、6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茂名市副市长崔剑说。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产业基础
吸引了众多大咖落户。例如，广州酒家集
团在茂名投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打造食
品加工粤西总部；2018年12月26日，益
海嘉里粮油深加工项目在茂名正式开工；
2019年5月份顺丰公司投资建设茂名荔
枝产业园顺丰电商服务中心；新希望六
和、海大等全国前二十强饲料生产企业大
部分都在茂名投资建厂……

在此次北京世园会茂名专场活动上，
现场签订了粤西生猪屠宰加工中心等一
批农业项目。

抢抓大健康风口

近年来，大健康产业作为蓬勃兴起的
新产业，是茂名市重点扶持发展的六大主
导产业之一，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风口”之一。
发展大健康产业，茂名有着独特的自

然优势。一方面是茂名地理气候优越，全
年平均气温 23℃。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9.38%，空气质量优良率97%以上，是中
国“氧吧城市”50强。另一方面是茂名山
海资源兼备。茂名北部是绵延不绝的云
开山脉、原始森林。茂名南部是近200公
里的海岸线，水清、沙白、坡缓，十分有利
于发展滨海旅游康养。“可以说，山海共生
是茂名最美的风景，也是茂名发展大健康
产业最好的资源。”茂名市常务副市长吴
刚强说。

此外，发展大健康产业，茂名具有南

药资源与医疗资源兼备优势。目前，茂
名现存药用植物多达800余种，年产新
鲜药材200万吨。同时，茂名医疗资源
丰富，医疗服务能力引领粤东西北。据
预测，2019年茂名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近
40 亿元，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
部分。

目前，茂名正紧紧抓住大健康产业
发展的大好机遇，加快布局大健康产
业，出台专项规划，积极抢占健康产业
发展“风口”。

据介绍，早在2015年，茂名就通过
整合资源，率先在全省建起了培养专业
健康人才的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同
时，制定《茂名市健康产业园中长期发
展规划 （2016—2025 年）》《茂名市推
进中医药强市建设实施方案》《茂名健康
产业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把医药与健康
产业纳入全市六大主导产业之一。

茂名搭建发展平台，加快培育大健
康产业集群。积极谋划茂名高新区健康
产业园、中国化橘红产业园、水东湾康
养基地，引领带动茂名大健康产业发
展。高新区健康产业园规划面积 6000
亩，重点发展中药饮片、健康食品、保
健品等三大子产业。中国化橘红产业园
重点以橘红系列产品升级为切入点，发
展完善的现代化中药全产业链，构建

“农业+南药”现代化发展模式。水东湾
康养基地规划面积2500亩，重点打造集
医院、疗养、体检、健身、养生、中医
中药推广与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康养
圣地”。

2017年以来，茂名成功引入国药集
团、广药集团、香雪制药等龙头企业项
目落地建设，特别是新加坡鹏瑞利康集
团投资100亿元建设大型国际度假康养
综合体项目，目前正在洽谈同济堂集团
医药康养等4个大健康项目。

变油城为“游”城

茂名，因油而建，因油而兴。“南方
油城”曾是这座城市的标签。然而，近
年来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等头衔的茂名市发力文旅休闲产

业，逐渐成为一座南方“游”城。有关
专家认为，茂名的旅游资源丰富度和组
合性在国内是少有的。

“近年来，我们顺应新时代旅游发展
趋势，既规划建设国际旅游岛、康养基
地、特色小镇，也规划建设乡村旅游、
民俗体验等项目，初步形成蓝、绿、红
三大特色旅游板块。”茂名市副市长吴世
文介绍，蓝色的滨海度假板块，已建成
放鸡岛、浪漫海岸、中国第一滩等5个
4A级滨海旅游景区，是全市旅游产业龙
头，也是最具潜力的板块。下一步，将
以广东滨海旅游公路为牵引，建设风情
渔港、欢乐海岛、浪漫海岸、动感沙
滩、明月海湾、歌美小镇六颗“海洋明
珠”，将南海博贺度假区打造为具有较强
吸引力的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区。绿色
的乡村旅游板块，已建成全国农业旅游
示范区 1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2
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点
21个。红色的文化旅游板块，已打造冼
太故里文化、沉香步行街等一批 3A 级
以上景区，形成了以南海博贺开渔节、
荔枝文化节等为代表的旅游节庆特色，
正大力培育“我待四方客，唯用一好
心”旅游服务文化。

目前，茂名文旅投资势头良好。去
年以来，接待了几十批次投资商到茂名
考察旅游项目。目前，市级层面签约引
入文旅项目22个，部分已进入实质性开
发建设阶段。比如，华侨城集团投资
500 亿元整体开发南海旅游岛，新加坡
鹏瑞利集团投资滨海康养综合体、浪漫
海岸海昌海洋公园等。

在此次北京推介会上，又有一批高
端项目入驻茂名。例如，高州市政府与
清华大学清尚集团签订清尚集团美丽乡
村示范建设项目。同时，还有水东湾新
城管委会与珠海市融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歌美小镇·艺术田园综合体，打造以

“农业+”的模式，构建及开发全方位、
多业态、复合型、体验式休闲旅游产
品，推进农业产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建设集现代
农业示范、农事体验休闲、康体养生度
假等多功能的复合型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特色农林产品亮相世园会

广东茂名念好“山海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借世园会这个世界

窗口，广东茂名开展了

一系列经贸、文化、旅

游宣传交流活动，与知

名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引进一批高端项目。

借山海资源优势布

局产业，茂名现代农业

枝繁叶茂，新兴产业蓬

勃 兴 起 。 聚 焦 于

“海”、聚力于“兴”，

茂名奋力打造沿海经济

带上的新增长极。

茂名背山面海，自然资源丰富。 丘立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