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上世纪5050年代年代，，一批又一批来自五一批又一批来自五
湖四海的有志青年踏上银川这片热土湖四海的有志青年踏上银川这片热土,,
一番艰苦拼搏一番艰苦拼搏，，让这座西北小城拥有了让这座西北小城拥有了
煤炭煤炭、、电力电力、、精密机床精密机床、、电子仪表电子仪表、、建筑建建筑建
材等产业材等产业。。如今如今，，银川不仅崛起了国家银川不仅崛起了国家
级煤化工基地级煤化工基地、、战略性新材料生产基地战略性新材料生产基地，，
生态持续改善生态持续改善，，还率先推出了还率先推出了““放管服放管服””
改革经验改革经验、、智慧城市模板智慧城市模板、、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医疗
健康健康““样板间样板间””。。

新兴产业领风骚

广袤的银川平原，除了水草丰泽，能
源矿产资源更为富集。但仅仅是采煤、
挖煤、卖煤周而复始。没有高科技企业，
没有增效的支柱行业。直至本世纪初，
改革创新的大潮终于掀起波澜，银川经
济崛起两个重量级“大块头”，一个是宁
东能源基地，另一个是银川经济技术开
发区。

宁东能源基地于 2006 年开工建
设。在神华宁煤，记者看到黑色的煤炭
进入“神宁炉”，经过气化、分离、重组，变
成了白色的油品、甲醇等现代化煤制油
品。宁东能源基地坚持科技创新，挑战
国际多项顶尖技术，已发展成产值近
2000亿元，拥有煤制油、煤基烯烃、精细
化工三大产业集群的国家四大能源化工
基地之一。

2013年，银川成立了IBI育成中心，
一批“互联网+”企业实现了对传统产业
的再造，借助互联网衍生新业态。银川
育成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贾庆龙介绍说，1
平方公里的 IBI 育成中心，投运不到 3
年，银川虚拟经济模块发展迅猛。入园
企业达368 家，培育8家新三板企业，去
年网络交易额为 2890 亿元，年收入 30
亿元。

近两年，银川经开区着力做好“建
链、补链、强链”文章，目前单晶硅产业投
入80亿元、蓝宝石产业续建20亿元项目
……银川市副市长、银川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高言杰表示，作为国家级

开发区，经过26年发展，拥有7470家企
业，规模以上企业79家。

党的十九大之后，银川经开区亮点
纷呈，亩均投入 2500 万元，亩均年产值
5000万元至1亿元。

调水治湖不放松

68 岁的邵宝岩是地地道道的银川
人，银川中山公园的银湖曾是他儿时嬉
戏玩耍的地方。但到了本世纪初，银川
平原的湿地沦为“失地”：湖泊群日渐萎
缩，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7万公顷锐减
到 1.2 万公顷。城内外千亩左右天然湖
泊只剩下 10 多个。银川市湿地办主任
吕金虎将原因归结为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但生态理念滞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代生态
理念倒逼银川市实施“生态立市”发展战
略，着力打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城市
特色。

为提高全市湿地保护力度，银川市
相继出台《关于加强黄河银川段两岸生
态保护的决定》和《关于加强鸣翠湖等31
处湖泊湿地保护的决定》等文件，为湿地
保护提供了法规政策性保障。近几年，
先 后 编 制 了《银 川 市 湿 地 保 护 规 划

（2007—2020）》和《银川市湿地保护与
利用战略规划（2018—2030）》，明确城
内湖泊湿地以治理、保护为主，建设湿地
公园，形成湖泊湿地与居民生活和谐统
一。自2009年以来，银川市已累计投入
湿地保护工程项目资金约34.5亿元。

“一张蓝图绘到底，调水治湖不放
松。”银川市水务局调研员张国庆告诉记
者，修复、清淤、扩湖、植绿……自 2002
年起，随着扩湖整治、退田（塘）还湿和水
系连通等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尤其是艾
伊河、滨河水系、银西水系的三大水系畅
通，逐渐形成了一条翡翠缎带，集防洪、
排水、生态、景观、旅游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

统计显示，目前银川市三区湿地面

积为 1.92 万公顷，市区的湿地率达到
10.65%，湿地保护率达 78.5%。2018 年
10月25日，银川市委书记姜志刚出席在
阿联酋迪拜举行的《国际湿地公约》第13
届缔约大会，银川市荣获《湿地公约》履
约办公室授予的“国际湿地城市”殊荣。

要碧水，也要蓝天。银川市市长杨
玉经表示，银川市2017年累计投入61亿
元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淘汰落后产能
78万吨，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下降
13.5%，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10%。坚
持保护与修复并重，植树造林7.74万亩，
建成小微公园10个……2018年，银川市
优良天数为258天，同比增加21天，扣除
沙尘影响后优良天数比例达80.6%。

调水建渠，修湖改造，淘汰落后产
能。今日银川，重现湖光潋滟、碧水蓝天
的景致。

城市管理智能化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政
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银川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推开一扇门，办成一揽子事”。
银川市审批局局长井胜告诉记者，在“一
枚印章管审批”基础上，近几年银川市围
绕企业开办和项目报批两个全生命周
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启了“一体式集
成审批”新模式，先后推出企业开办一日
办结，项目报批控制在 30 个工作日以
内，准营事项实施“1+N”多证联办改革。

2010年后，国内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城市
管理、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智慧
城市应运而生。“银川市通过实现商业模
式、管理模式、技术架构、专职监管和立
法保障五大创新，在智慧政务、智慧交
通、智慧环保等10大重点领域13个模块
建设上独具特色，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银川市大数据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川说。

继“放管服”改革和智慧城市之后，
银川在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再次引领
全国。

银川市大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吕景林告诉记者，自2016年7月份起，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生了变化，通过“互联
网+医疗健康”，患者来社区医疗卫生机
构就医越来越多。

除了远程诊断平台体系、线上门诊
平台等多元体系外，银川在西北地区首
创了“互联网+医疗健康”，并不断创新产
品。“如今，市民只要点开手机上的‘银川
健康广场’软件，就可以预约各医院门
诊、床位，共享大型设备检查结果，还能
实现移动支付、一站式结算、出院随诊、
120救护、健康宣教等功能。”银川市卫健
委办公室主任吕晓燕介绍说。

银川：集聚动能 奋力前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夏季的塞外，葱茏如画。行驶在
银川市北的沿山公路上，贺兰山东麓
一望无际，不时可见欧式酒庄的彩色
尖顶。经过30多年发展，拥有“中国
的波尔多”之称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已
成为我国优质葡萄酒明星产区，形成
百公里葡萄长廊，葡萄种植面积达57
万亩，酒庄90家，年产葡萄酒产量1
亿多瓶，并屡获国际大奖。

“2017 年宁夏以及银川市明确提
出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作为战略
性、支柱性产业大力发展，按照‘高
端化引领、规模化种植、系列化生
产、标准化酿造、品牌化经营’的思
路，加快葡萄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市
场竞争力，把贺兰山东麓建成世界知
名优质葡萄酒产区，将银川打造成国
际葡萄酒之都。”银川市葡萄酒发展局
负责人介绍说。

贺兰山东麓是国内不可多得的葡
萄产区。近10年来，为了将好原料做
成好产品，宁夏改变粗放式发展方
式，大力推行“大产区，小酒庄”，走
上了精品发展之路。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博纳佰馥酒
庄，挂在枝头的酿酒葡萄尚未成熟。
这是贺兰山东麓最小的酒庄，总面积
不过百亩。规模虽小，实力很强，庄
主彭帅和孙淼都从法国留学归来，彭
帅既有法国酿酒师资质，又有在勃艮
第产区酒庄酿酒的实践经验，堪称小
酒庄里的大工匠。两人秉承欧洲工匠
精神，躬身耕种潜心做酒，酿造的葡
萄酒香气馥郁，个性十足，其带有贺
兰山东麓风土特点的葡萄酒品质优
良，畅销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

为了推动酒庄走精品路线，树立
宁夏大产区品牌形象，宁夏以及银川

市制定了强有力的推动产业发展政
策。一是优化产业布局，划定以银川
市贺兰县、西夏区、永宁县、吴忠市
青铜峡为核心葡萄产业“率先联动

（核心） 发展区”，集中力量重点突
破。二是做靓品牌，办好一年一度的
“‘一带一路’国际葡萄酒大赛”，打
造具有“国际标准、宁夏特色”的永
久性国际葡萄酒文化品牌，促进贺兰
山东麓产区葡萄酒经济繁荣和对外合
作交流。三是全力构建市场营销网络
体系，实现销售顺畅。四是支持龙头
企业和精品酒庄扩产扩能、提质增
效，重点培育葡萄酒核心品牌和高端
精品酒庄酒品牌，持续扩大产区葡萄
酒市场份额。

近年来，贺兰山东麓优越的自然
条件和发展前景吸引了一批青年来此
扎根创业。他们不仅带来了精湛的酿
酒技术，先进的发展理念，还有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张裕、
长城等国内大企业也落户产区。为了
提高酿酒技术和培育葡萄酒文化，银
川广泛邀请国内外葡萄酒专家来讲
学，举办“国际酿酒师大赛”“国际葡
萄酒设备技术展”等系列活动。在国
际交流中，贺兰山东麓产区的酿酒水
平和知名度得到了大幅提升。据统
计，贺兰山东麓产区先后有40多家酒
庄的葡萄酒在国内外各类品鉴评比中
获得700多项奖项，产区被编入《世
界葡萄酒地图》。

如今，漫步银川街头，城市酒窖
已然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目前，银川
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26.7万亩，建成
投产葡萄酒庄 （企业） 58个，葡萄酒
年产量 6000 万瓶，葡萄酒产业综合
产值达120亿元。

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之时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之时，，银银
川能否将中关村的川能否将中关村的““创新基因创新基因””移植深移植深
耕耕？？20172017 年年 1212 月月 2020 日日，，银川银川··中关村中关村
创新中心创新中心——这个宁夏与北京两地这个宁夏与北京两地““高高
位对接位对接””的重要创新载体正式起动的重要创新载体正式起动，，形形
成区域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成区域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此举意味着此举意味着
创新生态将在宁夏生根发芽创新生态将在宁夏生根发芽，，银川的创银川的创
新发展将驶上新发展将驶上““快车道快车道””。。

银川市市长杨玉经表示银川市市长杨玉经表示：：““我们将借我们将借
鉴国内外创新成功经验鉴国内外创新成功经验，，用求真务实的用求真务实的
眼光审视工作成效眼光审视工作成效，，走一条独具特色的走一条独具特色的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之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之路。。””

银川银川··中关村创新创业科技园建设中关村创新创业科技园建设
的总体构想是一中心和一基地的总体构想是一中心和一基地，，一中心一中心
即银川即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中关村创新中心，，选定宁夏创选定宁夏创
业谷业谷1010万平方米作为合作载体万平方米作为合作载体；；一基地一基地
选址在西夏区选址在西夏区，，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
计划用计划用 11 年时间年时间，，在银川在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关村创新
中心引进并聚集中心引进并聚集5050家企业家企业，，初步形成创初步形成创
新服务体制机制新服务体制机制；；用用 33 年时间引进年时间引进 150150

家企业家企业，，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用用 55
年时间引进年时间引进 300300 家企业家企业，，产值突破产值突破 100100
亿元亿元，，打造成为北京打造成为北京——银川协同创新银川协同创新
示范区示范区，，把银川把银川··中关村创新创业科技中关村创新创业科技
园打造成银川科技新城园打造成银川科技新城。。

银川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的银川中关中关村创新中心的银川中关
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姚建林说事姚建林说：：““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从签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从签
约约、、选址选址、、设计设计、、装修到正式投入运装修到正式投入运
营营，，用了不到用了不到 33 个月时间个月时间，，银川速度让银川速度让
人吃惊人吃惊。。””

这种速度带来了什么这种速度带来了什么？？凭借中关村凭借中关村
的影响力的影响力，，以最快速度与国内一流创新以最快速度与国内一流创新
要素对接要素对接。。瞄准新材料瞄准新材料、、生命健康生命健康、、智智
慧信息和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慧信息和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
银川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已聚集科技创新中关村创新中心已聚集科技创新
企业企业 8383 家家。。春雨医生春雨医生、、同仁堂国际等同仁堂国际等

““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医疗””行业领军企业相继入行业领军企业相继入
驻驻，，““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医疗””产业生态初步形产业生态初步形
成成，，联想联想、、科大讯飞科大讯飞、、盛世光明等行业盛世光明等行业

龙头逐步跟进龙头逐步跟进，，同时还储备了近百家意同时还储备了近百家意
向入驻科技企业向入驻科技企业。。

新业态新业态，，新机制新机制。。雨林空间国际孵雨林空间国际孵
化器化器、、创融创融 ee 家咖啡厅家咖啡厅、、一个个一个个““双双
创创””活动紧锣密鼓地登场……活动紧锣密鼓地登场……““正是正是
通过引入中关村的成功经验通过引入中关村的成功经验，，我们在我们在
科技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服务服务、、科技培训咨询等方面着力打造科技培训咨询等方面着力打造
功能完备的功能完备的‘‘一中心一中心、、八平台八平台’’创新创新
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随着创新企业不断聚集随着创新企业不断聚集，，
各类创业活动风生水起各类创业活动风生水起。。在银川西夏在银川西夏
区工业基地区工业基地，，创新之花正璀璨盛开创新之花正璀璨盛开，，
一座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科技新城正在一座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科技新城正在
中国西部崛起中国西部崛起。。””银川中关村信息谷公银川中关村信息谷公
司总经理杜翔普说司总经理杜翔普说。。

区域协同创新正区域协同创新正当时当时，，未来银川未来银川··中中
关村创新创业科技园要建设成为引领银关村创新创业科技园要建设成为引领银
川新兴产业发展的川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策源地””，，带动银川带动银川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西北地区创新成为西北地区创新
产业新的标杆产业新的标杆。。

银川·中关村创新中心引领新兴产业发展

协 同 创 新 正 当 时

打造国际葡萄酒之都

图图①① 银川打造银川打造““城在湖中城在湖中、、湖在城湖在城
中中””城市特色城市特色。。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银川市阅海公园银川市阅海公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鹏鹏摄摄
图图③③ 在永宁县宁夏贺兰神国际葡在永宁县宁夏贺兰神国际葡

萄酒庄酒窖里萄酒庄酒窖里，，工人正在检查葡萄酒工人正在检查葡萄酒
的品质的品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郑 卫卫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