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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9 月 12 日，2020 年上海旅游节启
动。本届上海旅游节首次由长三角三省一
市共同举办，设在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
温州市和安徽省黄山市的三个分会场也同
步启动，共展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
新貌。

长三角城市各展“长板”

江苏南通市副市长徐新民介绍说，
上海旅游节南通分会场同步启动了2020
中国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在近一
个月的文化旅游节期间，将举办南通市
第四届江海之声合唱艺术节、南通市全
民文化节、江海美食节、“濠博有约·欢
乐夜游”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夜场活
动、“风从海上来”上海优质文化资源进
南通暨长三角万名游客畅游南通系列活
动、惠游南通——景区门票半价活动、
乘着高铁游南通活动、长三角百辆房车
游南通、南通文旅精品走进苏州无锡、
发行长三角旅游卡沪通版、紫琅湖灯光
秀表演等。

浙江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说，上海旅
游节温州分会场以“文旅温州风·吹响长
三角”为主题，向上海及长三角市场主推
温州最新的山江海旅游产品，温州自驾旅
游文化节同步启动。

据了解，9月21日至10月6日期间，
长三角餐桌计划温州专场活动将在上海举
行，并推出“温州美食月”活动，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温州名小吃、温
州特色菜，讲述温州名菜故事，传播温州
美食文化。同时还将组织长三角艺术名家
走进温州暨“中国山水诗发祥地”诗词分
享会、2020首届长三角美食文化周、长三
角千人团自驾游温州、苍南自驾黄金海岸
线沙滩狂欢之旅、楠溪江房车露营电竞之
夜、楠溪江星巢音乐嘉年华、雁荡山布谷
市集等近30场次活动。

安徽黄山市副市长程红说，上海旅
游节黄山分会场在“中国四大古城”之
一的徽州古城举办非遗夜市活动，以徽

工之巧、徽玩之雅、徽茶之香、徽味之
美和徽艺之韵“五徽”，集中展示黄山市
旅游形象、非遗项目和文创产品。同
时，徽州非遗购物节、国乐进唐模、徽
州晒秋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旅活动将常
态化持续开展。

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在9月11日至
20日在上海锦江乐园举办3场主题活动，
即黄山市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321”徽
味美食推介，“徽州非遗购物节”（上海
站）巡回展示。期间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
徽州民俗表演。

程红说，目前出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低
迷，但长三角城市各自拿出“长板”，推动
城市旅游模式创新，不仅给全球旅游业复
苏注入信心、提供智力支持，也为促进各
国人文交流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共拓市场共创品牌

“联动长三角、共享一体化”是今年上
海旅游节五大主题之一。为此，今年上海
旅游节不仅特别在南通、温州、黄山设立
分会场，还推出上海到浙江湖州余村的主
题为“从黄浦江源到世界会客厅”的旅游
线路，实现上海和湖州两地的客源互送。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
说，9月12日，长三角三省一市文旅部门
在上海成立了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其目
标是打造长三角地区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
目的地。

据悉，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将秉承资
源共享、市场共拓、品牌共创原则，通过
联合策划、组织境内外旅游市场推广营
销，推广长三角整体旅游形象资源；共同
打造宣传阵地和平台、打造长三角区域旅
游品牌和旅游线路，促进区域旅游消费交
流互动；树立长三角旅游目的地在国际国
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长三角地
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长三角
地区成为具有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旅游
目的地；进一步激活长三角区域内文旅及
相关消费的活力与潜力，为繁荣国内经

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动力。
该联盟成员将联手构建覆盖全媒体的

旅游营销网络，联合在境内外主流媒体和
网络开展长三角整体形象推广；联合开发
旅游精品线路，把长三角打造成更具吸引
力的旅游目的地；借助有关驻外机构，共
同邀请境外旅行商和媒体到长三角进行考
察；联盟成员互为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
相互支持开展联盟成员间的区域性旅游宣
传推广活动，共同营造区域旅游市场大循
环格局。

在联盟成立之时，上海久事 （集
团） 有限公司旗下上海都市旅游卡公司
联合长三角17个城市隆重推出了旅游年
卡。“下一阶段，长三角PASS产品将进
一步升级，力争实现长三角地区文旅行
业的‘同城待遇’。”公司副总经理唐铭
泽说。

旅游年卡是该公司与长三角各城市
合作推出的一项惠民产品，首批涵盖上
海，安徽黄山，浙江杭州、温州、湖
州、绍兴、宁波、丽水、嘉兴、金华，
江苏南京、苏州、南通、无锡、扬州、
镇江、泰州共 17 个长三角城市，目的
地囊括浦江游览、灵隐飞来峰、瞻园、
棠樾牌坊群、雁荡山、云和梯田、南浔
古镇等长三角各地知名景点，完整呈现
长三角秀美湖光山色和深厚 的 人 文
底蕴。

叫响“长”字号产品

长三角区域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城
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是比较成熟
的区域文化旅游大市场。2019年，长三
角地区生产总值合计23.7万亿元，约占全
国的23.9%，同比增长6.4%，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37710.20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0%。

经过多年发展，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文旅一
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长三角地区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长期以来互

为文化发祥地和旅游集散地。广阔的市场
容量与强大的消费能力，使文旅业成为长
三角区域融合率先起步、加速奔跑的“先
行者”和“流量担当”。

在产品开发方面，近年来文旅合作已
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各
类官方认证的“长”字号专项旅游产品不
断推向市场。其中，2019年，三省一市
联手推出长三角区域“名城、名镇、名
村、名山、名湖、名园、名馆”国际精品
线路；2020年，三省一市联袂推出长三
角“高铁+景区”“高铁+酒店”快捷旅游
线路。这些一体化高质量的文旅专题产
品，切实增强了长三角区域人民群众对一
体化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提高了长三
角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和竞
争力。

在深入合作方面，为助推三省一市文
化旅游资源共享，三省一市文旅主管部门
一年来动作频频，纷纷发力：2019年 5
月，沪苏浙皖文化和旅游部门合作建立长
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随后在上海签署了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文化和旅游厅 （局）
共同推动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战略联盟的形式、
实体化工作的机制、共推重点项目的方
式，进一步深化长三角文化和旅游合作与
协同发展。2019年 9月，2019长三角生
态旅游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发布由长三
角生态旅游区联盟打造的专属旅游休闲
产品。

在提振消费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文旅产业受到了严重冲击。随着国内
疫情形势基本得到控制，今年5月举办的
长三角文旅联盟联席会议上，如何提振区
域内的文旅消费成为三省一市共同的关注
点。如今在常态化防疫背景下，短途游、
周边游、特定区域内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
的主流，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显得更为重
要。上海旅游节期间，三省一市推出了11
条长三角一体化精品线路，涉及长三角绿
色示范区、高铁旅游、考古旅游、非遗文
化旅游等“旅游+”的融合。

三省一市推动城市旅游模式创新，打造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长三角文旅市场正加快复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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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峰填谷移土培肥 土地整治实现多赢

浙江德清：废矿旧地变身“大粮仓”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秋日，走进浙江德清县乾元镇城北村
方山，千亩稻田整齐方正，稻束散发阵阵
芳香。看着这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
旱能灌、涝能排、土肥沃的场景，城北村
党总支书记夏冬冬感慨：“两年前，这里可
是坑洼不平的废弃矿山，如今变身千亩粮
仓了。”

方山“换颜”是德清高质量推进全域
土地整治实现多赢效应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德清在对全县矿山全面关停整治的同
时，导入新的产业体系与发展理念，通过
产业平台、矿地村庄、矿山复垦、生态治
理等，使原本废弃或有限的土地资源，拓
展出无限的利用空间，走出一条绿色发
展、生态平衡之路。

方山废弃矿山占地近千亩，因规模庞
大，被列为浙江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该项目把废弃矿山治理与复垦造田相
结合，通过“削峰填谷”平整土地、“移土
培肥”覆盖足够的河泥，使之成为优质良
田。不仅盘活了废矿，还打造出连片优质
的水田965亩。

去年，城北村通过尝试性水稻试验田
播种，亩产达到1200斤。今年，这里近千
亩改造好的废矿地全部种上水稻。“仅此，
每年可为国家增收粮食120万斤。”夏冬冬
说，这座废矿涉及9个组250多农户，复
垦后，农户每年租金就可收入 1000 元/
亩，且每5年递增一次。如果二期600亩
复垦完成，观光园区建成，村集体和村民
的收入还会增加。

洛舍镇东衡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石材生
产基地，矿山关闭后，留下了大量废弃矿
地，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废弃矿地变

身连片水田。为确保把地种好，德清还将
项目资金的20%作为后期管护保证金，并
设立相应的粮食补助机制。

乡村振兴过程中，让村民集聚到设施
好、功能全的新村，能够提升村民的幸福
感。但是旧村搬迁后留下大片宅基地，如
何做好村庄美丽与全域整治结合这篇文
章，使这部分土地能产出效益？

走进古运河畔的新市镇蔡界村萝卜
滩，穿行在笔直的机耕路上，映入眼帘的
是一望无垠的稻田。“这里以前是零星分散
的5个村民小组，搬迁新居后留下高高低
低的老宅基地，经过复垦整治，连片成
1500多亩的水稻田，每年为国家收获近
200万斤粮食。”蔡界村党总支书记沈炳
泉说。

据介绍，蔡界村下辖的17个村民小组
零散分布，没有一块成片的土地，发展受到
极大制约。与此同时，部分自然村农房破

旧，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百姓幸福感
不高。在经过“一户多宅”整治和“精品村”
成功创建后，蔡界将目光盯上了土地复垦，
第一年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11.6亩，并获
得各项财政补助6000多万元。

截至目前，蔡界村共整理形成4200多
亩农用地，其中耕地 3000 多亩、鱼塘
1200多亩，布局休闲观光区、粮食生产
区、生态果蔬种植区和特色水产养殖区4
个农业功能区，90%的农户已经集聚到程
家保留点和新开河中心村。

在外发展的村民朱建国选择返村创
业，成立粮食合作社，流转村里近2800多
亩土地，进行大面积水稻种植。朱建国
说，去年收获粮食330多万斤，其中260
多万斤为订单粮食，占全县订单粮食总量
的14.9%。特别是整理后的土地降低了劳
动用工成本，提高了机械化作业的效率，
让自己对种好粮食充满信心。

新疆伊犁州依托建设馕产业园，推动馕产业迈向标准化、
品牌化，实现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发展转变。据介绍，11个县
市和都拉塔口岸馕产业园于8月上旬全部建成运营，每日可生
产馕300万个，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1万人以上。

伊犁州成立了馕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制定发展规划，
统一建设标准。产业园不仅布局生产加工区域，而且充分考
虑文化展示、商品销售、电商平台、休闲体验等功能；通过
加强培训，引进包装等配套企业，为馕产业发展“引水培
土”。

和面、揉面、拌馅、烤制……霍城县丝路农桑馕产业园
一派忙碌，员工分工协作。记者看到，展厅内展示着玫瑰花
馕、辣皮子馕、驼奶馕、黑小麦馕等品种。兰干乡新荣村馕
产业园是丝路农桑馕产业园的延伸，吸纳了20个家庭馕作
坊，解决了116人就业。“分散的作坊高度集中后，整体生产
能力、销售水平明显提升。”丝路农桑馕产业园负责人告诉
记者。

在品牌培育上，伊犁州按照“公用品牌＋县市特色品牌”
方式，深挖地域文化，突出发展特色馕，集中力量打好“伊犁
馕”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伊犁州工信局副局长、馕产业园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建林介绍，伊犁州加快制定馕产品标
准体系，以支撑品牌培育，推动馕产业与旅游业等深入融合，
让“小馕饼”撬动大产业。

随着产业化深入推进，“伊犁馕”开始走出去。“6月22
日，我们首次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出口馕产品1.5万个，近
期还将向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出口馕和列巴产品15万
个。”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永宁说。

目前，霍尔果斯馕产业园入驻外向型加工企业 10 余
家，实现年产值4500余万元。产业园二期项目投运后，可
日产馕 20 万个、列巴 10 万个，解决 1500 余人就业。据
悉，下一步，伊犁州将立足霍尔果斯口岸优势，发挥霍尔
果斯馕产业园外贸引擎作用，让优质“伊犁馕”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推动馕产业标准化、品牌化——

让“伊犁馕”走出国门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李亚峰

提到区域合作，容易想到
招商引资、上马项目。投资拉
动、项目带动对地方发展来说
无疑既硬又实，东北振兴需要
真金白银的对接支持，但这些
合作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

生产要素的对接可谓“硬
合作”，看得见摸得着，效果快
且显著。东北地区加强与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合作交流，着力点首先应
在产业对接，特别是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对接上。在项目投
资、市场共享、产业承接、劳务
协作和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等
方面深化与东部沿海地区合
作，有助于东北提高开放型经
济水平。“硬合作”的前提是优
选择，力避低水平重复，消弭而
非堆积过剩产能。比如，在先
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
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引进一
批高端产业项目和高水平、高
效益的优质企业，下功夫建链、
补链、延链、强链，这才是“硬合
作”的要义。

来自思想认识领域那些看
不见的“软合作”，对于东北
振兴更为重要。一是思想的扣
子最难解，二是思想解放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命题。不妨仍以
南北互动举例说明。

创新资源曾经是东北的
看家本事，拥有一批大院大
所，一批国家级技术中心和
重点实验室，可以说技术创
新家底殷实。但为何创新成
果墙里开花墙外香？为何赶不上创新资源从零起步的深
圳？笔者认为，东北创新很长时间固守以科研院所为主
体、以上级评价为导向的创新体系，而深圳起步就确立了
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南方民营企业
解决技术瓶颈的方法是直接聘请专业人才，不求所在但求
所用。区域间拉开的竞争差距，说到底是对知识使用价值
的认知深浅不同。

与创新意识薄弱比肩而行，金融意识不强也是东北振兴的
一个短板。资本要素分配，在东北大多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
资体系占主导，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足。这对薄利的装备制
造业来说有时候是致命的，辽宁机床行业排头兵位置的陨落即
是例证。金融是软实力里的“硬通货”，东北迫切需要“软合
作”，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主动有序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多元解决新型行业、创新领域、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可喜的变化已扑面而来。东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软合
作”日益紧密，对口合作省市不断互派干部挂职交流，促进
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办法互学。既要“硬合
作”，也重“软合作”，在合作中找差距、补不足、学经验。
例如，有60多项来自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经验在辽宁
自贸试验区推广，辽宁自贸试验区的不少创新成果也在全国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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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瘦西湖景色宜人。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