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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發改組
織編制的《西部大開發 「十二五」規劃
》，其中提出將制定支持革命老區發展
指導意見，實施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
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圍繞
此規劃，四川省巴中市委書記李剛接受
記者專訪時表示，將打開老區 「山門」
，以開放的胸懷容納一切積極因素和先
進要素，願與港澳台地區在內的大投資
者合作，促革命老區跨越發展。

合作開放促發展跨越
李剛坦言，巴中發展最緊迫的問題

是對外開放不足、市場化改革滯後，經
濟社會發展缺乏活力和動力。 「十一五
」期間，巴中招商引資到位資金從11.7
億僅增加到 22.1 億，而廣元、達州、
南充、遂寧、雅安、廣安、眉山、資陽
等周邊或原來基礎條件相當的市州均增
加到百餘億甚至逾200億，巴中與其絕
對數量差距越來越大。

由四川省招商引資局局長調任巴中
的李剛，將堅持對外開放合作作為巴中
推進跨越發展的 「金鑰匙」，以全方位
大開放促跨越式大發展。2011 年巴中
簽約招商引資項目 153 個、投資總額
854.84億元；履約項目128個、到位資
金 63.26 億元，到位資金比去年接近翻
兩番，超過前五年的總和。

作為四川北出陝西的必經之路，交
通一直是制約老區巴中發展的短板和瓶
頸。而這一困境，近幾年來已得到極大
改善。

李剛表示，圍繞建成川陝渝結合部
的樞紐聯結地和四川北向、東向的開放高地，巴中將加快
構建 「三縱三橫兩環一航」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形
成到成、渝、西三大中心城市的3小時交通圈，到市內各
縣區半小時交通圈。

構建三小時經濟圈對接成渝
儘管到任時間不長，李剛已對巴中的優勢了然於心，

稱將繼續打好 「紅軍之鄉」紅色旅遊、綠色生態和區位樞
紐 「三張牌」，大力引進培育一批重大項目、企業和產業。

在優勢和 「短板」同樣突出的情況下，李剛將招商引
資作為 「一把手」工程。 「開放合作是全市的 『短板』，
認識不足又是開放不夠的根源」，李剛認為，在認識上急
迫解決的問題就是要破除 「唯生態論」、 「唯條件論」、
「唯規定論」，從根本上樹立起開放發展的新理念。

招商引資化資源為發展優勢
目前，巴中已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重慶等地

新設立6個駐外招商機構，實施駐點招商；在環境上軟硬
並重，為經濟社會加快發展提供保障。

此外，巴中將着力以承接產業轉移為主，加強與環渤
海、長三角、珠三角、台港澳地區等的合作；以產業互動
、優勢互補為主，加強與新疆、中亞、西亞地區等的合作
；主動接受成都、重慶、西安三大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
為產業配套；以產業互補、產業融合為重點，主動融入以
三大中心城市為核心的成渝經濟區、關天經濟區。

「要 『走出去』招商，大力開展資源招商、產業招商
、園區招商、以商招商和專業化招商，提高招商引資的針
對性和實效性，招商引資項目對投資促進的作用不斷增強
。」

本報記者張藝、蘇顯中

全國人大代表、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表示，
「523」在海安只是一個縮影，文化創意產業在

海安正如不斷冒出的創意一樣，給這個城市注入
了靈性。

「523」 文化主題公園
單曉鳴介紹道，海安已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全

的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從業人員14000多人，產
業年增加值近14億元，佔GDP的4.5%，大幅度
提升了海安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單曉鳴說，文化創意產業創業之初，離不開
政府的助推，該縣在項目立項、規劃建設、土地
供應、跟蹤服務、稅費徵收、財政獎勵等方面給

予最大限度的優惠扶持。以政策保證領軍型文化
企業用地、免收除國家核定的費用以外一切費用
、封閉運行期間地方留成部分全部用於企業自身
發展、縣財政安排專項資金扶持、銀行給予貼息
貸款、對原創作品和品牌創建給予獎勵、國內外
展覽交易等給予了最大的、盡一切可能的優惠。

36個文化產業項目簽約
去年5月23日海安第二屆523藝術博覽會上

，36 個文化產業項目成功簽約，其中投資30 億
元的 「海上絲綢之路」項目、投資 4000 萬美元
的 「諾亞文化創意園」項目、投資 1.2 億元的
「慧源文化廣場」項目落戶海安523、奠基海安

523。
單曉鳴表示，短短幾年時間，海安縣文化產

業實現了由分散經營到集聚發展的跨越，促進了
文化產業的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發展。2010
年，523文化產業園，興辦三大文化街區，突破
深圳大芬格局，突出自己的個性與特色，文化與
旅遊良性互動。

據介紹，聯想集團和仁寶集團等兩家世界
500強企業聯手在合肥經開區打造千萬級筆記本
計算機生產基地。由此，合肥將成為聯想集團在
內地最大的生產基地和最重要的研發中心之一。

聯寶項目於 2011 年 9 月 27 日簽約，11 日後
在合肥出口加工區開工，目前正在快速推進，計
劃於今年10 月試運行，12 月竣工投產。隨着該
項目落地，其電子信息產業鏈上的顯示器、板卡
、機箱、電源生產商，物流、售後、維修等服務
類合作夥伴頻繁造訪合肥經開區，希望作為大項
目配套企業在當地落戶。

產業集群初具雛形
據悉，合肥市 「十二五」產業規劃中明確將

電子信息產業作為近五年重點發展的產業予以培
育，而在合肥經開區，行業內知名的友達光電、
芯碩半導體、捷敏電子、國晶微電子等項目聚集
於此，該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已初具雛形。

然而，比起昆山、深圳，甚至重慶、成都，
合肥的電子信息產業都因為缺少龍頭帶動顯得底
氣不足，聯寶項目將扭轉這一格局。

在姚衛東看來，按照主機企業的明顯帶動效
應，今明兩年該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將迎來黃金
時期。聯寶除了 IT 製造產業鏈內合作夥伴外，
比如顯示器、板卡、機箱、電源生產商，物流、
售後、維修等服務類合作夥伴頻繁造訪合肥經開
區，希望作為大項目配套企業在當地落戶。

姚衛東續稱，聯寶帶給合肥的遠不止是一個
製造廠，而是整個電子信息產業鏈。產業鏈的集
中轉移將串起合肥原有的較為分散的電子信息項
目，加快合肥電子信息產業集聚、集約發展水平。

自 1978 年生產出中
國第一台全自動洗衣機開
始，小天鵝洗衣機一步步
成長為世界上極少數能同
時製造全自動波輪、滾筒
、攪拌式全種類洗衣機的
全球最大洗衣機製造商之
一，贏得 4200 萬用戶的
共同信賴，品牌價值達到
180.01 億 元 ， 更 在 2011
年展開的 「尋找全國老用
戶」活動中，找到與小天
鵝同歲但依然正常運作的 「壽星」級小天鵝洗衣機。

小天鵝洗衣機老用戶代表日前帶着跟隨自己多年的
「壽星洗衣機」，回到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將老

洗衣機贈予 「製造者」小天鵝，作為永久的紀念陳列於
企業歷史館。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柴新建表
示，小天鵝洗衣機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卓越的品質，關
鍵在於小天鵝構建了始終與全球最頂尖最嚴苛的品質要
求同步的全品質鏈模式。在海外市場上，小天鵝洗衣機
更獲得美國權威消費指南的封面推薦。據悉，小天鵝和
GE聯合生產的大滾筒洗衣機，不僅得到消費者的認可，
也得到以嚴苛著稱的官方機構──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
會的肯定。

柴新建表示，小天鵝洗衣機能夠擁有久盛不衰的超
強品質，更在於對品質鏈上的每一個環節的近乎苛刻的
自我要求，從最核心的零部件採購、最權威的國際認證
，到最嚴謹的產品檢測，都以國際最為頂級的標準作為
準則，才能打造出最強的產品品質。 本報記者 潘納新

海南昌江增10萬株木棉

一條功能齊全、景觀突出的標誌性大道能有效提
升城市檔次，帶動城市建設和沿線經濟向高層次發展
。隨着廣州 「南拓」戰略的實施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
，番禺將南北走向的番禺大橋─迎賓路─東環路─南
沙大道等沿線整合提升為一條能夠代表番禺形象、城
市道路功能齊全、景觀宜人、帶動沿線經濟發展的標
誌性大道──番禺大道。經過三年改造，如今的番禺
大道已成為廣州南出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猶如一條
亮麗的綵帶橫亘在番禺的南北中軸線上。

番禺大道成亮麗風景線
番禺大道北接華南快速幹線，南接京珠高速和虎

門大橋，貫穿番禺南北向中軸線，是廣州乃至整個珠
三角地區交通集散的咽喉要道。為滿足其強大的交通
功能需要，項目始終立足於高起點策劃、高標準建設
，主、輔道分離並通過設置加、減速出入口連通，共
設置主、輔道共計十四個行車道，與主要幹道相交均
採用立體交叉，支路與本項目交叉均採用在輔道上右
進、右出的方式，確保主車道的快速交通。

改造工程總投資約28億元
番禺大道改造工程總投資約 28 億元，由廣州市

番禺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代建。該公司曾參與並實
施建設了洛溪大橋、沙灣大橋、北斗大橋、大石大橋
、海鷗大橋、迎賓路、市廣路、市南路等 70 多個交
通工程項目。番禺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黨
委書記、總經理黃平表示，多年來，該公司緊緊抓住
廣州 「南拓」戰略實施、承辦亞運會和廣佛同城化的
良好機遇，以將番禺建成珠三角交通樞紐為總目標，
全力推進經營性路橋項目的建設，合作建設了京珠高
速廣州北段項目、新光快速路項目、東新高速公路項
目，加快推進廣明高速公路項目的建設，積極籌建南
大幹線項目、大崗碼頭項目，策劃和推進蓮花通道和
番中大橋項目，為番禺經濟鋪路，為南拓發展提速。

星海故鄉 古邑番禺
番禺大道改造建設中，注重融入嶺南文化特色和

「星海故鄉、古邑番禺」的人文氣息，提升了道路的
綠化、文化品位。漢溪隧道內壁的兩側分別設置 「星

海故鄉」、 「嶺南水鄉」浮雕，把番禺作為星海故鄉
、嶺南水鄉的文化背景表現得淋漓盡致。冼莊立交矗
立的 「激情亞運，和諧番禺」大型景觀雕塑，採用內
發光 LED 彩燈設計，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觀賞，無
論是從空中俯瞰還是地面遠看，都是一道壯闊、璀璨
的風景。

本報記者 林 苑

番禺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為廣州南出口打造交通精品

南通海安以文化創意業提升競爭軟實力
在江蘇海安，有個台灣同胞投資興辦的文化創意主題公園，耐人

尋味的是，這個創意園以毛澤東主席在1942年5月23日發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起意，命名為 「523」 文化主題公園，體現了台
灣文化人的創意，在海安縣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吸引了深圳大芬村、
大芬油畫村、烏石浦油畫村、莆田油畫界800多名畫家加盟，成為江
浙地區最大的油畫製作出口基地。

本報記者 陳 旻

▲中共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說，文化創意產
業已成為海安最有活力的產業

▲中共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左）在項目開工儀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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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經開區拓千億電子信息產業
合肥市投資環境推介會暨聯寶（合肥）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聯

寶公司」 ）供貨商招商大會日前在合肥經開區舉行，100餘家IT企業慕名參會
，並有數十家企業明確表示投資意向。合肥經開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姚
衛東在此間表示，電子信息產業將成為該區繼家電電子、裝備製造產業之後的
第三個千億產業。 本報記者柏永 通訊員張和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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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南旅遊，自然不能錯過三亞。三亞旅遊
資源得天獨厚，是海南省風景名勝最多而又最密
集的地方，遙數兩百公里的海岸線上，密布亞龍
灣、大東海、鹿回頭公園、天涯海角、海山奇觀
、南山文化旅遊區等聞名中外的旅遊景點。山、
海、河三種自然美景集中一地，構成了三亞市特
有的自然景觀。

天然資源豐厚
她不僅具備現代國際旅遊五大要素—陽光

、海水、沙灘、綠色植被、潔淨空氣，而且還擁
有河流、港口、溫泉、岩洞、田園、熱帶動植物
、民族風情等特色獨具的旅遊資源，贏得不絕的
口碑。從三亞向東經菲律賓至西太平洋，向南經
澳洲至南太平洋，向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以
及大西洋，比在廣州出發近約九百公里，是中國
真正的南大門，在國際經濟關係中，享有獨特的
區位優勢；當然，結合目前全球最時尚的人文休
閑旅遊經濟產業，三亞更站上無可取代的地位。
三亞坐落在這樣一種幽美的自然環境之中，都會
建設發展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協調搭配，互相
輝映，從山海的天際線延伸到名廈建築的天頂曲
線，巧妙組合，渾然一體，建構成了三亞另類的
旅遊風景線。而到訪三亞蘭花世界，目不暇給的
花海，隨風搖曳的美姿，更讓海南三亞探索之旅
，開啟了另一扇賞心悅目的窗！

蘭花帶動旅遊經濟
三亞蘭花世界現正以如此超前的企業精神結

合人文旅遊，為打造精緻農業結合生物科技的多
元經濟面向，積極投入心力，延攬國內外人才，

期許能成為海南旅遊標竿的代表，更讓 「三亞」
和 「蘭花」深度密合，成為海南旅遊的新名片。

蘭為香祖，風雅古今。三亞蘭花世界，將曼
妙幻影的蘭花萬象，從古典的時空，意象形意於
天之涯，海之角。大型入口景觀 「流水藏金」，
從南山上引流下來的福澤之水，滋潤蘭花，祈福
遊人。而 「蘭花博覽中心」，彙集世界大師級蘭
花藝術精品，景觀隨季節變幻，成為永不謝幕的
「蘭花博覽會」。 「幽蘭流芳」、 「清風明月亭

」、 「春園」、 「安風盈水」、 「芝香彌彌」、
「金龍拜佛」……。

蘭花的養成當然非常仰賴科技與天然環境的
共同孕育，當然，如果能夠成功培育，除了是旅
遊資源的運用，更是農經發展整合趨勢下，極富
潛力的平台。我們不難窺見，海南和三亞目前正
握住如此有利的、全國唯一的優勢！若能進一步
注入官方宏觀引導與資源，並整合蘭花相關產業
之力量，形成產、官、學、研各項有利條件整合
，進而進行專業化、整合化與國際化的策略，以
蘭花產品為主，創造產業聚落及導入國際先進技
術及管理資源，推動產業多元升級，增進產業發
展競爭力，必能藉由國際行銷的開拓，達致 「精
緻蘭花、深度三亞」的品牌國際知名度。

另類遊程 難忘三亞
三亞的旅遊體驗尚不止如此，來一趟藝術人

文之旅，更是許多人到三亞的夢想所在。到婚紗
店走走，攝影寫真正在崛起，價格又非常平實公
道，讓人油然升起幸福浪漫的想望，許多旅客藉
此難得機會，為自己的海南行，留下美麗的倩影。

潘杏元 張億芬

以農業創意打造國際觀光新視野

發現海南三亞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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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老用戶將使用了30
年的小天鵝洗衣機回贈給無
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在 1-5 日期間的 「昌化江畔木棉紅」2012 中國藝術
名家昌江文化之旅活動中，昌江以 「山海黎鄉，純美昌
江」的獨特 「木棉紅」風光驚艷眾多藝術名家，縣政府
計劃在七叉鎮寶山村 10000 多畝的盆地中增加 10 萬株木
棉，結合附近的黎族船型屋民居景觀區，打造特色觀光
旅遊片區。目前，七叉鎮共長有木棉樹10000多株，為了
讓木棉文化成為小鎮的一大招牌，當地計劃培育10萬株
木棉樹，種遍門前屋後和荒山坡地，將七叉打造成一個
比較大的木棉之鄉。

昌江縣委書記何西慶表示，為了挖掘木棉花這一特
色，將在現有的基礎上投入10萬株樹苗進行擴大栽種，
並請有關林業、景觀專家開始規劃設計，結合黎族船型
屋，集片區打造觀光旅遊勝地，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在
保護好環境的基礎上做好開發。

本報記者 張曉陽、劉波

小天鵝「壽星洗衣機」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