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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第十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
旅游节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幕，本届旅游节
聚焦长江生态，展示生态长江建设成果，
共谋文旅融合发展。

“旅游是富民利国、沟通世界的朝阳
产业，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最好的诠释。”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
记周霁说，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近年
来宜昌大力实施“旅游+”发展战略，为山
水注入文化之魂，推进文旅、农旅融合，全
域一体发展，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今年上半年，宜昌接待游客4948.74万人
次，同比增长12.81%，旅游收入513.88亿
元，同比增长13.37%。

“＋区域”，擦亮世界级旅游名片

9 月 7 日，“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合作
2019 年渝鄂轮值主席会议”在宜昌举
行。会上，渝鄂两省市旅游部门签署了

《2019 年鄂渝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合作备
忘录》，将加强三峡旅游全域谋划，把长江
三峡区域建设成为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
的核心板块。

2009年5月份，鄂渝两省市政府共同
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三峡区域旅游
合作的协议》。10年来，两地通过推进旅
游交通一体化，联手开展品牌策划、宣传
促销、节庆举办、旅游执法等工作，有力拉
动了长江三峡旅游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
发展，长江三峡区域旅游接待量增长 6.3
倍，旅游总收入增长7.6倍。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
任秦定波介绍，长江三峡区域旅游正朝着
建成世界最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国际生
态旅游发展典范阔步前进。截至目前，渝
鄂两省市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共8个，建成生态旅游景观廊道40条约
900公里。

“重庆宜昌两地在推动旅游资源共
享、品牌共创、产品共建、线路共推、风险
共担、合作共赢一体化发展上跳好了‘集
体舞’。”宜昌市市长张家胜说，宜昌作为
鄂渝两地交流合作的中点和枢纽，将继续
充分发挥主阵地、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深
化与其他城市在产业规划、品牌营销、公
共服务、企业联盟等方面的有效对接，不
断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携手奋力打造长

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雷文洁表示，鄂渝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合作
走过了 10 年历程，未来两地需进一步强
化“一盘棋”理念，全面推动文化与旅游深
度融合、协同发展，加快构建长江三峡区
域文化和旅游协同推进、共建共享的发展
新模式。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局
长谢金英指出，长江三峡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成为我国国内旅游的主打品牌、入
境旅游的核心品牌之一，要在三峡生态大
保护中实现三峡旅游大发展，推动长江生
态环境全面改善、长江流域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展示旅游业这一“无烟工业”的优势
和特色，彰显旅游业在绿色发展中的担当
和作为。

据统计，长江三峡区域 2018 年度共
接待游客 3.3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748.6 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区域
共接待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445.3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1%。

“＋文化”，为大美山水铸魂

宜昌之美，贵在山水。万里长江穿城
而过，西陵峡、三峡大坝、清江画廊……旅
游资源，世界一流。

初秋时节，在兴山县昭君村景区，一
场《梦回故里》的光影秀，展现王昭君从少
女时期到出塞的感人经历。作为昭君故
里，兴山县把打造“昭君文化旅游目的地”
纳入该县发展战略。

如今一批好点子已开花结果：昭君文
化旅游活动月，政、企、地多方联手，以“重
走昭君路”为集结号，将一场色、香、味、艺
俱全的盛会从“娘家”宜昌一路开到“婆

家”内蒙古呼和浩特。
在屈原故里秭归县，文化开始跨

界。三峡大坝牵手屈原故里，联手打造
“学贯古今”研学旅游产品，每年吸引数
十万研学游客瞻爱国先贤，品端午民
俗，看国之重器，解水电奇迹。秭归县
委书记卢辉说：“秭归正根植于屈原文
化、端午文化、柑橘文化、峡江文化，
努力打造秭归IP。”

文化为旅游赋能。在宜昌，三峡国际
旅游节、长江钢琴音乐节、国际马拉松等
文旅节庆赛事层出不穷，《楚水巴山》《三
峡·我的家乡》等一批精品文化演艺节目
长演不衰；一批承载峡江文化的特色景区
线路，为高品质旅游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突出非遗文化和平湖风光的“屈原故里文
化旅游区”、呈现原版峡江文化的“三峡人
家风景区”、领略古汉文化的“昭君汉文化
旅游区”、体验茶文化的“五峰茶文化之
旅”……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让乡土文化、
民俗风情、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可欣赏、
可参与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活动。长阳县
新编南曲表演唱《岁月静好人风流》入围
国家文旅部第十八届群星奖；都镇湾故事
推荐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优秀保护实践案例；秭归县《我们的
端午》《礼魂》等剧目累计演出超95场次，
接待游客 2.1 万人次；“刘志华木雕工作
室”“归州砚馆”和“芈绣馆”3家非遗展馆
在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落户。

如今，“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名
城”正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到宜昌走一走、
看一看的理由。同时，宜昌深度推进文化
和山水携手融合，为游客寄情楚水巴山、
寻觅诗与远方，提供了一片更加广阔的新
天地。

“＋农体”，加出了好风景

日前，第七届湖北宜昌（夷陵）柑橘节
正在紧张筹备中，于9月下旬在夷陵区官
庄村举行，将与第二届全国农民广场舞

（健身操）大赛联合举办。作为宜昌的品
牌农旅活动，柑橘节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采摘，共享丰收之乐。

近年来，宜昌通过创新举措使旅游和
农业、体育等行业融合发展，产生相互促
进的“化学反应”，加出了好风景，也带来
了发展新思路。

在宜昌，乡村旅游节庆活动此起彼
伏。五峰青岗岭采茶节、长阳火烧坪高山蔬
菜节、宜都弭水桥村紫薇花节……200多场
乡村农事节庆活动贯穿全年，建成了一批基
础设施配套、产业特色鲜明、文化品牌响亮
的集农业观光、休闲娱乐、文化交流、商业聚
集等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旅游示范点。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宜昌共举办“爱
上宜昌 四季好玩”、土家女儿会等20多
场农业旅游活动和 54 场文化主题活动，
为乡村集聚了人气，增加了收入。

与旅游充分融合的还有体育。9月11
日，2019第十届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宜昌枝江赛段）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30
多个国家的22支车队将同场竞技，感受现
代化田园城市的风采。

不久前，“2019中国宜昌自然水域国
际极限漂流 F1 大奖赛总决赛”在宜昌市
兴山县朝天吼漂流景区举行，吸引了来自
14 个国家的 43 个专业队选手和来自 32
个国家的2000多名漂流爱好者参加。

目前，宜昌正依托山水资源优势，发
展户外休闲运动，打造“中国户外休闲运
动之都”。在宜都市、枝江市、远安县、五
峰县、夷陵区等地建成以登山、自行车等
户外休闲运动为特色的产业基地；在远安
县、兴山县、秭归县、点军区、猇亭区等地
建成以漂流、龙舟等为特色的水上运动、
以汽车越野运动为特色的产业基地；在秭
归县、长阳县、夷陵区等地建成以滑翔、动
力伞等航空运动为特色的产业基地。

“多年来打造的精品体育赛事，催生
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旅游景区和旅游目
的地，有效推动了旅游产业发展。”宜昌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罗春烺说。

护好长江生态 谋求文旅融合

湖北宜昌：青山绿水新动能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何 英

9月6日，第十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在湖北省宜昌市

开幕。湖北宜昌深度推进文化和山水携手融合,携手长江流域城市

共建长江国际旅游带核心板块。目前，渝鄂两省市成功创建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8个，建成生态旅游景观廊道40条约900公里。

本报讯 记者刘亮 石晶报道：青海省海东
市平安区把富硒资源开发、富硒产业发展作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富民强区的重大产业来抓，变
富硒产业为富民产业，打造“高原硒都·健康平
安”区域品牌，富硒产业步入整体推进、全面发
展的新阶段。

2010年初，海东平安区富硒土壤面积达600多
平方公里，土壤硒浓度适中，达到足硒或中等富硒标
准，享有“中国高原净土富硒区”和“高原硒都”美
誉。平安区编制了《海东市平安区富硒农业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海东富硒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规划》，注
册富硒产品专用标志，全区富硒产业发展有章可循，
富硒农产品标准统一。

如今，平安区的马铃薯、大蒜、燕麦、禽蛋、牛
羊肉五大富硒全产业链已现雏形，金丝皇菊、苦荞、
特色果蔬、油用牡丹、食用百合已具规模，反季节羊
肚菌培育试种成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中华钙果等
培育进入关键阶段，健康农业潜力巨大。目前，全区
从事富硒种养业和生产加工企业达24家，产品种类
达30种，年产值1.2亿元。

注册专用标志 打造区域品牌

青海海东平安区变富硒产业为富民产业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李莉报道：为改
善城市景观，优化人居环境，江西高安市从今年 3
月份起，对城区一带裸露土地大力实施“复绿工
程”，有效避免二次污染，防止水土流失，加大对
资源的保护力度。截至 9 月份，全市累计投入近
3000 万元对城区范围内的裸露土地实行清理并播
撒草籽全面复绿。

据了解，此次复绿涵盖城市规划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汽运产业园等，以及已拆迁的棚户区及暂不开
发的闲置土地，面积共计198万平方米。在复绿工作
中，该市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块的实际情况，制定
不同覆盖复绿方案。本着节约原则，宜草植草，宜花
种花；对近期不开发的裸露地依地势实行土方整理，
使其达到播种草籽（花籽）的基本条件，实现季季有
花、无花期不露土的整治效果。

近 3 年来，高安市紧紧围绕“美丽乡村、幸福
家园”整治主题，循序渐进，分类实施，引导村民
栽种油茶、果蔬等，发展生态经济。同时，全市进
一步加大城乡环境整治力度，加快秀美乡村建设、
打造休闲场地，种树种草 159 万平方米，空气质量
得到明显改善，水质得到明显提高，营造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的绿色家园。

宜草植草 宜花种花

江西高安实施“复绿工程”提升城市颜值

2019年8月27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19年半年度报

告。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北京银行深入贯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发

展工作主线，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优化结构、科技赋能，实现了业

绩品牌、发展战略、服务特色、管理效能等全方位新提升。

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全行高质量发展。
北京银行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举行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和巡回指导组，将“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同

时，持续推进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深化党建工作量化与非量化

考核的有机结合。持之以恒强化正风肃纪，一体推进行内巡察、“送

廉政教育”等工作，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强纪律保障。

资产规模和经营绩效实现稳步增长、全球排名和品牌价值实现
同步提升，连续六年跻身全球百强银行。截至 6 月末，北京银行表

内外总资产达到3.41 万亿元，其中表内资产总额2.67万亿元，较年

初增加975.85亿元，存、贷款总额分别达到1.52万亿元和1.36万亿

元，增幅分别为9.70%和7.67%。实现营业收入327.42亿元，同比增

长 19.64% ； 实 现 归 属 上 市 股 东 净 利 润 128.6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56%；净息差1.91%、净利差1.83%，同比提升9BP、21BP；资产

利润率 （年化） 0.9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年化） 13.82%，

成本收入比18.34%，经营绩效继续保持上市银行优秀水平。在世界

品牌实验室品牌价值排行榜中，品牌价值达到548.8亿元，较上年大

幅提升 100 亿元，排名中国银行业第 6 位；在英国 《银行家》 杂志

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第61位，较上年提升2位，连续六年跻身全球

百强银行。

践行服务区域经济的初心使命，全力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
能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上半

年，北京银行坚持以服务首都为战略重心，全力服务北京“四个中

心”功能建设、城市副中心、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城南三年行动

计划等重大战略，大力支持城市副中心职工集体土地项目、新机场

线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北京银行全力做好世园会综合金融服务，在

园区内设立金融服务站，代销世园会特许贵金属产品，独家发行世

园会主题银行卡，成功举办世园会北京银行主题日活动，累计支持

世园会公司客户140余户，支持世园会建设贷款余额5.5亿元。宁波

分行、南通分行相继开业，全行开业分支机构达到 661 家，服务覆

盖范围更趋完善。杭州分行全力推进科技金融“百凤千鹰”行动计

划、南昌分行深挖江西丰富旅游资源推出智慧旅游卡，在全国各个

区域进一步擦亮了北京银行的服务品牌。

擦亮科技金融、文化金融、普惠金融“三大品牌”，强化业务模

式创新、服务方案创新、渠道合作创新“三项创新”，小微金融服务
特色更加彰显。科技金融方面，推出科创板服务方案，支持科创板申

请企业28家，累计授信超41亿元，北京地区27家受理企业中，17家

为北京银行客户。升级“智权贷”产品，积极延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服务范围，更好满足“专精特新”科技企业融资需求。“中关村小巨

人创客中心”发展势头良好，会员超1.8万家，累计入孵企业66家，

为2955家会员企业贷款981亿元，获评“第二批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截至6月末，全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1526亿元，较

年初新增73亿元，增幅5%。文化金融方面，发布“文旅贷”金融服

务行动计划，计划未来5年全国范围内文化旅游贷款投放不低于500

亿元、支持1000户文旅企业成长壮大。加强文创专营支行和文化创

客中心建设，雍和文创支行文创业务占比达到100%。研发“创意设

计贷”，发布影视全产业链专属产品“影视贷”，助力博纳影业“中国

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 制作发行，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截至6月末，全行文化金融贷款余额641亿

元，较年初新增113.7亿元，增幅21.6%。普惠金融方面，升级“富

民直通车”助力实体经济服务体系，与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等机构开

展产学研合作，启动“千院计划”，计划3年内支持1000家精品民宿

小院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魅力”。截至6月末，全行普惠

金融贷款余额614亿元，较年初增长22%。

公司业务坚持“存款立行”、“结构优化”，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强
化“商行+投行”服务特色。公司业务多措并举稳存增存，存款时点

突破 1.1 万亿元，全国市场份额 1.85%，较年初提升 0.02%。发布

“京信链”供应链金融创新产品，创新升级“京管+”企业手机银

行，供应链金融线上化、数字化、场景化发展取得显著突破。发挥

投行业务服务优势，上半年债券承销规模 767.7 亿元，同比增幅

19.5%，银行间市场承销规模较 2018 年末上升 2 位，位列第 12 位，

牵头银团项目放款规模同比增幅163%，并购顾问费、银团手续费同

比增幅 165%、84%，成为投行业务新的增长点。打造“并购+”生

态伙伴合作品牌，并购项目放款同比增幅71.4%。

零售业务深化“一体两翼”、“移动优先”，行内占比稳步提升、
转型成效持续彰显。截至 6 月末，全行零售资金量余额 6975 亿元，

零售存、贷款均实现全国市场份额以及行内占比的双提升，储蓄存

款余额3339亿元，较年初增长16%。大力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消

费贷业务，零售贷款增量占比达全行占比突破 30%，增量占比达

40.9%；零售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达 34.8%，全行占比同比提升 4.4

个百分点。零售存贷利差较年初提升 33BP。深化“移动优先”战

略，手机银行 APP 持续迭代升级，手机银行结算交易量同比增长

44%，月活客户数同比增长90%。把握ETC业务发展契机，与北京

速通公司合作实现ETC跨区域办理，业务范围覆盖至全国。推出信

用卡线上分期产品“i易贷”，创新“悦行信用卡”“数字信用卡”等

新产品。

金融市场业务坚持“回归本源”、“两高两轻”经营效能稳步提
升。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打造“丝路汇通”品牌，国际业

务表内资产规模达到 882 亿元，新增外币债券及结构性投资规模同

比增幅178%；自贸区外汇贷款规模在所有开办上海自贸区业务的28

家中资银行中排名第六。入选人行营管部“京创通”首批 6 家试点

银行。截至 6 月末，托管、信用证、结售汇、福费廷、票据转贴

现、黄金、债券借贷等金融市场轻资本业务实现中收同比增幅

24.8%。拓展基金投资业务，实现分红收入近 10 亿元。货币市场交

易总量达到 8.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扩大负债来源，同业负债

加权成本较年初下降 78BP，同比下降 99BP。获得人民币外汇即期

尝试做市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业存款交易业务主参与机

构等资质。

举全行之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金融科技子公司正式开业，
“四项机制”敏捷落地，线上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北银金融科技公司正式揭牌，并迅速投入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四项机制”实施，打造以项目为单位的扁平化敏捷作战单元，打

通财务系统与创新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的互通互联链条。加快推进理

财推荐、知识图谱、风险滤镜等人工智能项目，大数据服务拓展至

210项。积极推进分布式金融业务平台、私有云平台建设，荣获金融

行业“十佳上云”奖项。线上业务加快对公、零售网贷平台，反欺诈

平台，风控模型平台等核心平台建设，全行线上业务贷款余额突破

180亿元，授信客户突破800万人。此外，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将在年

底前验收竣工，将极大提升北京银行的科技硬件实力。

夯实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金融科技对风险防控的有效赋
能，实现对重点领域风险的前瞻防控和妥善应对。从严管控大额风

险暴露，完成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系统第一期项目建设，实现对集中

度风险更为科学审慎的有效管理。加快风控数字化转型，实施风控

指挥中心三期项目建设，完成“京行预警通”系统上线，实现企业

信息深度挖掘、风险信息实时提示、舆情信息分类梳理的有机统

一。截至6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1.45%，拨备覆盖率212.53%，拨

贷比 3.0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

分别为9.03%、9.92%、12.09%。

展望未来，北京银行董事长张东宁表示，北京银行将再次吹响

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持续跑出敏捷迭代、创新驱

动的“加速度”，推动北京银行战舰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数据来源：北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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