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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西安上半年三大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

追赶超越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近日，北京市与内蒙古就扶贫持续巩
固良好态势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自2018年签署《全面深化北京内蒙古
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以来，北京
市与内蒙古互派挂职党政干部和专业人才
5229人次，北京市投入各级财政援助资金
27.44亿元。内蒙古自治区共实施扶贫协
作项目1357个，累计超过30万人次贫困
群众受益。

产业协作打造精品工程

在赤峰市喀喇沁旗兴隆村，现代化种
鸭繁育基地让兴隆村重现兴隆。在北京市
西城区协调下，中国保利集团捐赠20万元
资金，加上当地整合财政、金融和社会资
本，建起了这个4000平方米的种鸭繁育基
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王秀琴高兴地说：“前
不久我刚完成了养鸭技术培训，现在在村
里的种鸭繁育扶贫项目基地养鸭，每个月
能挣3500元。”

兴安盟突泉县以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
为契机，投入扶贫协作资金7165万元，与
北京市绿丰泉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兴奶
牛养殖公司分别就肉牛和奶牛产业展开深
度合作，探索出资产收益模式、放母收犊
模式、土地流转模式和劳务用工模式。北
京市爱放牧科技有限公司在科右前旗投资
2亿元进行秸秆转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生
产生物质炭基肥等系列产品。采取“公
司+嘎查+贫困户”形式，打造“村级秸秆
造粒扶贫车间”，实现“秸秆换炭肥”138
吨，54 个嘎查受益，累计带动贫困户
1377户。通辽市科左中旗与北京市顺义区
结对子，引导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落户当地，先后组织308名嘎查党组织书
记、致富带头人进京培训，对科左中旗贫
困户开展43场种养技术培训。集团所属顺

鑫鑫源公司将育肥牛周转基地建在科左中
旗，直接带动 1000 多名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

北京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内蒙古
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融通互补，实施了
许多精品民生工程。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
工作开展以来，两地累计投入资金2062万
元壮大赤峰市巴林左旗笤帚苗产业，并在
北京召开推介会，助力巴林左旗成为全国
知名的笤帚苗生产基地、东北地区笤帚苗
集散地、种类齐全的笤帚加工基地和全国
笤帚交易市场。乌兰察布市太阳能资源丰
富，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左右，市里利用
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资金3亿元在6个国
家级贫困旗县实施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目前联村电站和村级电站达百余个，
建成了内蒙古最大的村级光伏发电基地。

借力平台扩大消费

两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内蒙古优质
特色农畜产品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
进企业、进商超、进社区、进军营等“七
进”消费活动。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全年采购内蒙古蔬菜约33万吨、水果约
13.5万吨，销售额达13.7亿元。北京石景
山区“一公里果蔬”生鲜销售平台平均每
天销售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蔬菜近万斤。
赤峰市联合全市15家农牧业龙头企业成立
产业联盟，以牛羊肉、杂粮、果蔬三大产
业为支柱打造“赤诚农品”平台，目前已
与北京安鑫公司、北京永辉超市等签订长
期供应协议，销售特色产品达110余种，
交易金额1亿多元。

北京内蒙古双方积极组织扶贫协作推
介专场，召开特色产品推广发布会32场
次，现场销售191万元，直签大宗农畜产
品意向采购订单约2600万元。利用北京内
蒙古合作助力脱贫攻坚暨全国采购联盟绿
色食材产销对接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的机
会，共签订9大类25个特色产品产销贸易
合同82个，预计消费扶贫金额超过3.5亿
元。北京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内蒙古展区致
力打造成国家级贫困旗县特色农副产品销
售孵化平台和品牌宣传窗口，汇集7个盟
市、31个国家级贫困旗县的120余家企
业、1200余种产品。

京东集团、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先后

与内蒙古签订合作协议。阿里巴巴实现内
蒙古31个国家级贫困旗县扶贫电商平台全
覆盖，去年线上销售额达5.2亿元。自治
区扶贫办与字节跳动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推广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地区优质文
旅资源。通过“山里都是好风光”等项
目，培训直播达人3380人，线上线下销售
额达2080万元。兴安盟扎赉特旗推出“我
在扎赉特有一亩田”定制服务，消费者通
过手机对认领田水稻从插秧到收获全程监
控，深度参与，深受北京市民欢迎。

全面携手共奔小康

“土特产品进京的同时，内蒙古的富余
劳动力也来到北京发展。”赤峰市敖汉旗
驻北京劳务输出流动党支部书记薛爱国
告诉记者，“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以来，
敖汉旗来京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为此专门
成立了党支部。”

资料显示，北京市16个与内蒙古结对
区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内蒙古31个国家
级贫困旗县将市场用工信息直接推送贫困
户，并提供跟踪式就业服务。内蒙古采取
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建设扶贫车间、开
发公益性岗位、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等举
措，满足贫困群众就业需求。两年来，双
方举办各类培训班593期，培训贫困人口
26180人次，共帮助60422名贫困人口实
现区内外就业。其中，实现进京就业
2573人。

两年来，内蒙古残联使用北京内蒙古
扶贫协作资金614万元采购2069台助听
器，救助1149名建档立卡听力残疾人，
解决了贫困残疾人的听力障碍。通辽市科
左后旗利用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资金100
万元，帮助652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安
装假肢，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康复救助等
服务，极大地改善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
状态。

随着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全面深化，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与北京市西城区
结对子，由西城区二龙路医院、展览路医
院等医疗卫生单位抽调11名专业医疗人才
组成一支固定队伍，定期深入鄂伦春旗
6家医疗单位，在医院管理、人才梯队建
设、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以现
场指导、巡诊等方式开展医疗服务。东城
区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结对后，发挥互联
网医疗作用，建立区、县、乡三级远程医
疗网络，协调北京市普仁医院与化德县医
院、德包图乡卫生院共同搭建远程会诊、
教学平台，为贫困群众和当地医疗团队提
供会诊、教学、培训等多种医疗服务。

兴安盟阿尔山市与北京市东城区结对
子，积极促成北京市第二中学在阿尔山建
立分校，东城区的中小学分别与阿尔山市
6所中小学开展结对助教，并组织支教团
队入住阿尔山市第一中学开展现场指导，
组织阿尔山市56名教师到北京东城区的学
校跟岗培训。北京联合大学与兴安职业技
术学院共同建立北京联合大学阿尔山旅游
学院，创设旅游创新实验班，采取兴安职
业技术学院1年+阿尔山1年+北京联合大
学半年+北京实习半年的模式进行人才培
养。目前已有7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顺利
毕业并就业。

发展“末端”对接发展“前沿”

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张丙存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陕西省西安市统计局日前发布消息，在
对外贸易形势复杂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蔓延等大背景下，西安市聚力谋发展、创新
抓落实，以最快速度激发经济复苏。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由一季度下
降4.1%转为增长2.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由下降2.1%转为增长6.2%；固定资产投
资从增长0.5%快速升至12.8%，三项指标
增速均位列副省级城市第一，十大经济指标
全面回升。

紧盯工业稳增长和建设先进制造业强
市两大中心任务，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强市
建设和产业集群建设，特别是规模以上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为西安经济发展提供
了更强的内生力量。

据了解，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西安以
产业链为纽带，全面梳理全市8个产业集群
的产业链，按照“龙头带动、政府推动、市场
运作”创新工作方法，强化与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鼓集团等行业龙头
企业“一对一”接洽，精准招引关键零部件配
套企业，推进延链、补链、育链、扩链、强链工
作，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同时，西安市创新复工复产方式。由
按企业规模变为按产业链复工复产，解决
大企业单独复工复产无配套和中小企业无
市场问题；创新产业集群推进方式，由政
府为主体变为以企业为主体，采用“龙头
带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模式，吸引
配套企业落户进群；强化包抓服务，对市
级52个重点项目采用专人包抓，实行“一
月一现场”“一月一调度”，延展产业链

“短点”、补齐“断点”，引导本地企业加大
技术改造、转产扩产，龙头企业通过集群
方式，引进外地配套企业。

随着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以制造业为
代表的产业投资增速显著提升。上半年西
安投资目标任务提前实现“双过半”。目前，
313个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1795.5
亿元，达到年计划的64.07%。52个先进制
造业项目完成投资372.5亿元，达到年计划
的 72.5%；21 个文化旅游项目完成投资

106.7亿元，达到年计划的65.3%；77个服务
业项目完成投资292.8亿元，达到年计划的
61.5%；47个城建及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
397.5亿元，达到年计划的61%；34个生态
环保项目完成投资119.1亿元，达到年计划
的58.9%。三星集团二期一阶段项目首批
半导体产品已正式下线上市；奕斯伟硅产业
基地项目首批样品已产出；奥体中心、国际
会议中心、国际展览中心一期、国际医学中
心等14个大项目竣工试运行……

数据显示，西安市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不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
排名第一，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也排名第
一。全市 9户百亿元企业产值累计增长
15.3%，36个大类行业中，9个行业总产值
实现正增长，工业投资延续高速增长的态
势，累计增速为42.1%；工业技改增速达到
91.1%，夯实了全市工业发展后劲。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保持43.1%的高速增长。在三星二
期、宝能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产业化、众邦
丝路总部及电线电缆研发以及泾渭新材料
科技产业园等重大高技术项目带动下，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4.4%，带动工业投
资增长42.1%。

经济快速“回暖”离不开开放水平稳步
提升，围绕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目标，
今年上半年，西安共开通4条全货运航线，
累计开通全货运航线达31条，通达全球11
个国家和地区及我国南京、广州、杭州等30
个主要枢纽城市。西安铁路大通道加快建
设，西安港作为国家唯一的内陆港，中欧班
列长安号开行量、重载率、货运量3项核心
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

经济形势的好转也让市场信心逐渐增
强。西安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全
市企业景气指数为111.1，企业家信心指数
为113.7，两大指数稳步回升，企业家对企业
发展前景较有信心。而从企业景气指数看，
六大行业全部提升。

据悉，下半年，西安将按照“项目带动”
稳投资工作思路，坚持“目标再提高、任务再
增加、标准再提升”，以重点建设项目为抓
手，统筹抓好453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确
保全年完成投资2800亿元以上，新建项目
全部开工建设。

北京内蒙古扶贫协作

持续深入，北京市的资金

优势、技术优势和内蒙古

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融

通互补，建成了一批精品

民生工程。

北京市与内蒙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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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以

来，互派挂职党政干部和

专业人才 5229 人次，北

京市投入各级财政援助资

金27.44亿元。内蒙古自

治区共实施扶贫协作项目

1357个，累计超过30万

人次贫困群众受益。

盛夏，骄阳似火。在河北承德市丰宁县抽水蓄能电站施工
现场，建设者的施工热情完全没有因为炎热天气受到丝毫影
响。为了保证这座总投资192亿元，装机容量360万千瓦的世
界装机容量最大蓄能电站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投入运营，上
千名建设者正在紧张施工。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加紧建设，只是承德全面推进可再生能
源产业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6月底，承德市电力发电总
装机达到839.47万千瓦，1月至6月发电量达106.5亿千瓦
时。其中，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达657.61万千瓦，发电量累计
达 67.66 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市电力总装机和总发电量的
78.34%和63.53%。

承德地处河北东北部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被
确定为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为此，承德调整产
业结构，让产业全面向绿。

承德紧抓再生能源全面开发，高起点规划设计，高要求引
进投资主体，高质量工程施工，全市再生能源开发由“风生水
起”到“风光无限”。

风力发电大干快上。承德紧紧抓住风能资源丰富的优势，
大力引进河北建投、国电龙源、华能集团等十余家优势企业，
全面进行风能资源开发。目前，全市投产、在建及开展前期工
作的风电项目总规模589.9万千瓦，已完成装机466.69万千
瓦，并网420.94万千瓦，核准在建及开展前期项目123.21万
千瓦。

光伏发电实现快速推进。承德市建成、在建及推进前期工
作的光伏发电项目共49个，总规模达224.76万千瓦，建成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776个，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3万户，实现国
家级贫困县贫困村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覆盖，已累计完成装机
162.26万千瓦。

水力发电项目有了重点突破。全市已建成常规水电站31
座，总装机规模达364.95万千瓦。其中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正
在抓紧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额超77亿元。12台机组全部投
产发电后，年发电量66.12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48.08万
吨，可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相当于造林24万余亩。

生物质和地热能源成为亮点。为了充分利用好废弃资源和
地热资源，承德市积极进行地热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开发，挖掘
8处地热资源，实现浅层地热供暖面积达477万平方米，污水
源热能供暖面积达19.9万平方米。目前，全市建成、在建及
推进前期工作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共5个，总规模11.7万千瓦。
通过对风光水力、生物质、地热等资源综合利用，承德可再生
能源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63.53%

承德新能源产业唱主角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 敏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
员强科报道：8月2日21时 36
分，途经成都、重庆、西安、银
川、西宁的Y402/3次“环西部
火车游”列车从兰州车站始发，
标志着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
联合四川、重庆、陕西、宁夏、
青海五省份文旅部门共同举办的

“环西部火车游”旅游专列“1+
5”跨省宣传交流活动拉开序
幕，跨省旅游合作新模式全面
开启。

此次“1+5”跨省宣传交流
活动共安排了甘肃省三大旅游
联盟工作会议以及“环游西
部·乐享甘肃”宣传推介会、
座谈交流、合作签约、旅游优
惠政策发布、市场主体洽谈和
考察学习等一系列项目，以此
共同讲好甘肃文化旅游故事，
持续打响“交响丝路·如意甘
肃”和“环西部火车游”品
牌，让更多人了解甘肃、走进
甘肃、爱上甘肃，努力实现

“1+5>6”合作共赢目的，努力
把甘肃打造成为游客出行首选
目的地之一。

兰州铁路局“环西部火车
游”开行近3年来呈现出良好
发展态势，已成为“中国铁路
游、交响丝路行”的亮丽品
牌，着力带动“三区三州旅游
大环线”发展和“大敦煌文化
旅游经济圈”建设，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提
质升级后的“环西部火车游·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旅游专
列前往周边五省份开展宣传交
流系列活动，将带动更多游客
来甘肃观光旅游。

据悉，这次甘肃文旅系统“1+5”跨省宣传交流活动将深
入成都、重庆、西安、银川、西宁5个城市，分别举办3场次
宣传推介会、2场次座谈交流会、签约60多份文旅合作和跨
省“引客入甘”协议，考察学习10多个景区（文旅企业）等
一系列活动。

兰州铁路局精心打造“环西部火车游”品牌列车，整组车
体以“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为主题冠名，车厢以14市州和
兰州新区地域文旅元素包装命名，集合了“吃、住、行、游、
购、娱”等要素，将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琳琅满目的文创商品、非遗产品、特色农特扶贫产品，浓缩到
专列各节车厢，使其成为流动的“甘肃文化旅游展厅”和“景
点博物馆”，更加直观形象地全面展现甘肃文化旅游的特色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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