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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漠 河 北 极 村 到 “ 中 国 雪
乡”，从“滑雪圣地”亚布力到伊
春“森林王国”——每到冬天，
银装素裹的黑龙江便成为国内热
度最高的旅游目的地。今年冰雪
旅游季，一条条精品线路全新推
出，一项项贴心服务不断升级，

“最美龙江”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
来客。

为更好推动冬季冰雪旅游高质
量发展，今年以来，黑龙江不断创
新旅游发展方式，增强优质旅游产
品供给，创建全域旅游品牌，加快
旅游强省建设。

加快打造精品旅游项目

“这里的森林空气清新，冰雪
景色迷人。室外气温零下 20 摄氏
度，但雪地温泉水温却有 40 摄氏
度左右，看着雪景泡着温泉，真是

太舒服了。”来自江苏的游客小林
说。今冬，伊春市打造“森林里的
家”冬季品牌形象，以富集的森林
资源为底色，推出玩冰戏雪游、亲
子研学游、温泉康养游、民俗美食
游、雾凇摄影游等冬季“家”系列
五大新产品。同时还将开展冰河雪
路林海野行主题穿越、汽车雪地拉
力赛等参与性强的节庆与赛事活
动，探索和谋划新业态、新产品、
新线路。

为更好推动黑龙江省冬季冰雪
旅游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近日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冬季旅游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冬季
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
冬季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
提升冬季旅游质量，尽快把黑龙江
省发展成为全国冰雪旅游首选目
的地。

在漠河北极村，中国最北的村

落、最北的哨所、最北的人家等一
系列“最北”主题和“神州北极”
品牌系列旅游产品，让游客们尽情
体验冰雪带来的无穷乐趣。据统
计，每年冬季仅参观北极村的游客
就达 10 万人次。打造精品旅游产
品，成了漠河发展旅游的新目标。
今年 11 月，极具特色的“冰雪旅
馆”在漠河开业迎客。旅馆内所有
的硬件设施都用冰或雪做成，室内
保持零下 5 摄氏度左右的温度。

“寒冰床、雪沙发以及雪做的酒
柜、电视等一应俱全，游客以睡袋
御寒，体验极致睡眠。”旅馆负责
人王秀峰说。

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炊烟袅袅的山林村庄，身披雪
甲的松柏威武挺拔，白雪覆盖的群
山分外妖娆……从亚布力出发行车

3个小时，便可到达美丽的“中国
雪乡”。

屋外冰天雪地，屋内温暖如
春。坐在火炕上看着窗外雪景，吃
着地道的杀猪菜，东北味儿十足的
体验，令许多游客难以忘怀。来自
南方的游客徐先生告诉记者：“这
里不仅有美到极致的冰雪，还有如
家一样的温暖服务，真是不虚此
行。”

近几年，雪乡专门成立了旅游
开发公司，设立了门票管理、酒店
经营、电子商务、旅游纪念品开
发、文化传媒等部门，雪乡旅游经
营从过去单纯售门票，发展为如今
的“吃住行游购娱”综合性经营。

“我们将全面推出‘智慧雪
乡’服务，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
务。”雪乡智慧景区综合管理平台
经理任建鹏说。

（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二版）

新疆和田地区瞄准机遇，高水平
承接产业转移。眼下，“丝路玉都”正
迈向“丝路鞋都”。

和田递出新名片，折射发展新理
念。新疆正通过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
拓展资源转换新路径，以及提升口岸
效能等举措，推动产业经济迈向高质
量发展。年终岁尾，经济日报记者深入
天山南北，探析新疆产业经济之变。

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

“两年前仅有 3 家手工作坊，现
在则有近 70 座专业制鞋工厂，预计
今年成品、半成品鞋生产能力将超过
8000万双。”在和田地区，制鞋业正
展现勃勃生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当地制鞋业短期实现突破，关键
在于实现了乘“势”而上。

一是借“势”，即产业西移之势。
于田县迈诺鞋业有限公司是首批转
移到和田发展的制鞋企业，公司董事
长李鹏认为，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
下，制鞋企业西移，和田是最优选
择。在今年 7 月举行的“一带一路”
中国鞋业发展大会上，18 个项目签
约落户和田，投资总额逾 17 亿元。
广东鞋业厂商还会与和田县签订协
议，共建广东鞋业产业园。

二是顺“势”，即交通设施改善之
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新
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
深入推进，和田对外通道建设迎来了
新机遇。和田地区鞋业商会会长谢
震文表示，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开
展对外贸易。

三是造“势”，即制定政策营造产
业发展良好态势。新疆鼓励南疆四
地州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就业，
一批制鞋企业等纷纷落户。“当地谋
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相关部门工作
务实高效，营业执照一天就办成，我
们可以一心一意搞经营。”有企业负
责人感慨。

四是蓄“势”，即科学规划，为产
业高质量发展蓄势。按照“大中鞋厂
向园区集中、小型加工鞋企向乡村延
伸、配套产业向园区周围集聚”的方
向，和田地区推动鞋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全产业链发展，为制鞋产业高
质量发展蓄势。墨玉县鞋业产业园
规划了“园中园”，分产业发展区、配
套生活区、商业开发区，同步建成了
医院、学校等服务设施，打造集生产
基地、研发基地、鞋材基地、仓储物流
基地、材料和成品贸易中心为一体的
综合性园区，产品主要出口至欧洲各
国。 （下转第二版）

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
钻井平台“蓝鲸 2 号”日前离港开赴深海作
业。这个由山东烟台中集来福士公司自主研
发建造，有37层楼高、足球场般大小的海上

“巨无霸”，能在15级飓风中屹立不倒、作业
自如；

从贝类中提取具有抗肿瘤功效的活性物
质，从鱼鳞、鱼骨中提取防治心血管病和关
节病的硫酸软骨素原料药……曾生产传统生
化药的东诚药业，把新药开发的目光从陆生
动物转向海洋，“发掘”了许多宝贝。

向大海觅宝，向深海挺进。烟台濒临黄
海和渤海，1038 公里海岸线、230 个近岸岛
屿、500多种海洋生物，让烟台发展海洋经济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以来，向海而
立、依海而兴的烟台启动“蓝色引擎”，把海
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着力描绘耕
海牧渔、向海图强的蔚蓝画卷。

要到达中集来福士113米高的“泰山吊”
高梁平台，需坐 3 分钟的电梯，还要再爬 20
米高的旋梯。“它能轻松抓举起 2 万吨的重
物。在‘泰山吊’满载荷实验成功后，一位
美国朋友打电话问我载荷参数是不是不小心
多了一个零。我当时骄傲地回复他，‘数据没
错，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世界上最大、技术
难度最高的固定式起重装备’。”中集海洋工
程研究院副总经理滕瑶说，依靠自主创新，
中集来福士从缺技术的传统造船厂，成长为
拥有诸多“世界第一”的国内领先海洋工程
企业。

研发尖端科技、推进产业迈向高端，烟
台有基础。烟台拥有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
所等9家涉海高校院所，省级以上海洋创新平
台81个，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海洋科
技成果在这里诞生。

近年来，千亿级的烟台生物医药健康产
业逐渐崛起，其中海洋生物医药及制品产业
异军突起。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累计引进海
洋生物与医药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近100项，
在孵中小微创新型企业60多家，成为“国家

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烟台基地”；荣昌生物医药在研国家一类新药9
个，总投资10亿元的荣昌生物医药园已投用，成为在生物医药行业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顶级园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兴起，为烟台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初冬时节，在烟台长岛县大钦岛附近海域，海面上耸立着一个方圆4300
多平方米、上环高34米的四边形钢结构平台，海面下是养殖容积6万立方米
的深水智能网箱。在距此60多海里的烟台市区，可以从监视器里清晰地看到
海底网箱的实时画面，一群群绿鳍马面鲀在30米深的水下悠闲觅食。

“4个人一年就能养1000吨鱼。这个今年建成交付的深水智能网箱，可
实现自动投饵、自动提升网衣、实时反馈水文信息。”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福元介绍，该网箱还可带动休闲垂钓、旅游观光等产业，促进
渔业三产融合发展。

烟台积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让海洋渔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
变，在苍茫大海上唱响“田园牧歌”。烟台发挥本地海工装备企业科研优
势，由政府出资向海工企业下订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建造了一系列半潜式、
自升式海洋牧场多功能管理平台以及深远海智能网箱、管桩大围网等离岸海
工装备，推动渔业养殖从浅海向深海、从近岸向离岸、从单一向多元、从传
统向现代转变。目前，烟台拥有省级以上海洋牧场30处，海洋牧场总面积
发展到105万亩。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主要海洋产业产值3088.2亿元，同
比增长11.3%，预计2019年全市海洋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0.5%以上。

“烟台将扎实推进产业强海、生态护海、科学管海，全力打造海洋牧场示范
之城、海工装备制造之城、海洋旅游品牌之城、海洋环境优美之城，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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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富新疆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马呈忠 耿丹丹

黑龙江创建全域旅游品牌
本报记者 祝君壁 马维维 苏大鹏

2019 年 12 月 21 日，普通的
一天。

一大早，江西赣州市上犹县陡
水镇茶坑村村民刘有海就上班了。
他要赶在村民们出门前，把村道路
面清扫干净。这份公益性扶贫的工
作，让刘有海每月有 700 元收入。
加上低保，刘有海顺利脱贫。

同一天，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
高新区内，赤峰拓佳光电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正在生产智能电子信息
产品液晶显示器模组，忙碌而有
序。以拓佳光电为依托，红山区传
统产业转型步伐在加快，新兴产业
发展劲头足，一幅工业创新发展的
新画卷徐徐展开。

也在这一天，凌晨，福建石狮
服装城一批出口货物通过“采购地
申报、口岸验放”的方式，在厦门
机场顺利通关。依托“海、陆、
空、铁、快件”立体化多式联运的
通关服务体系，石狮服装城的中小
微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买全
国、卖全球”。

……
时时处处，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的生动图景，展开在基层一线，
纵横在神州大地。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

足迹从江西赣州到内蒙古赤峰，从
甘肃张掖到河南信阳，从河北雄安
到上海浦东，遍布大江南北。他在
考察时反复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 作 总 基 调 ，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念。

这一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地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引领
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践行新发展理念在深化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
不移的发展思路、方向和着力点，
也是 2019 年中国经济社会前行最
鲜明的主线。

这一年，创新发展更加注重解
决发展动力问题。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位于江西赣州市的金力永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技术创新
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坐落在江西大余县的悦安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西省第一批创

新型企业。“我们必须绷紧自主创
新之弦，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
一动力，否则早晚要吃大亏。”公
司董事长李上奎说。几年前，悦安
公司在技术研发上栽过跟头，但李
上奎没有气馁，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如今，悦安公司的自动化程
度、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产销规模
大幅度提升。

总部坐落在江苏的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说，创新
战略是公司的核心战略，也是公司
持续进步的秘诀与关键。在全球能
源结构大调整的挑战与机遇下，天
合光能抓住创新驱动和企业管理两
个核心，打造创新生态平台，深入
布局全球能源物联网，已经成为全
球智慧能源领域的引领者。

这一年，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解
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高铁一通，转换时空。呼和浩
特至北京高速铁路即将全线贯通。
通车后，乘火车从呼和浩特至北京
将由现在的9个多小时大幅压缩到
不到3个小时，在乌兰察布市坐高
铁，70 分钟就可以到达首都。高
铁，将成为推动内蒙古融入区域发
展的“加速器”，也是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催化剂”。

在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
和协同发展成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支撑。近5年来，京
津冀三地间产业定位与产业分工日
益明晰，地区之间产业融合水平逐
步提高，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成效
显著。

这一年，绿色发展更加注重解
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7月，在内蒙古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
林场。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
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草原是锡林郭勒盟最亮丽的名
片和特色。为了这片绿色，锡盟在
内蒙古率先成立了专门的生态保护
机构，并将62%的盟域面积划入保
护范围，草原、森林、湿地、水域
等重要生态资源区全部纳入红线管
控。与新世纪前 10 年平均值相
比，近5年草原植被盖度平均值提
高3.84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7.54%。

在福建，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全省坚持茶产业发
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对于毁林种
茶，以及在坡度 25 度以上及水土
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山地新开垦
茶园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打
击。生态保护优先已经成为福建各
茶叶主产区的一条红线。

（下转第三版）

新发展理念拓展新图景
本报采访组

12月26日是农历腊月初一，山
东省青岛市城阳流亭年货大集火热
开集，人们开始在春节特色农产品
年货大集上选购年货。“双节”临近，
大集上开始弥漫着“年味”。

王海滨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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