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A22經濟視點

一直以來，珠海致力於推動產業的高端發展、集
約發展、錯位發展和生態發展。2011年，全市先進製
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41.8%，高新技術
產品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 43%，現代
服務業增加值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為55.6%，初步形成
了以 「三高一特」（高端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高
端服務業、特色海洋經濟和農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
體系。

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過程中，珠海不僅吸引到博
世、飛利浦、BP、殼牌等3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投資
落戶，而且還成長起格力電器、金山軟件、炬力集成
等一批掌握核心技術的本土企業。近年來，中航通
飛、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裝備、三一重工港口機械、
中國北車100%低地板有軌電車等 「海陸空」高端項目
紛紛落戶，為珠海現代產業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論證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常務副院
長王建軍、金山軟件CEO張宏江、西門子（中國）有
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兼南區總經理農克強、國家海洋局
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長余興光、麗珠單抗生物技術有限
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傅道田等專家學者先後發言，介紹
了當前國內外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和產業發展方面的先
進理念、經驗和最新研究成果，並圍繞珠海現代產業
發展、全球製造業競爭格局、城市產業選擇與可持續
發展等主題，提出了很多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建議。

其中，王一鳴作了題為《珠海現代產業發展戰
略》的主題發言，他用 「服務化、高端化、數字化、
低碳化、國際化」，精煉概括未來珠海產業發展的方
向和目標，而要實現上述目標，須解決兩個根本性問
題：創新能力建設和人才引進。其中，創新首先要先
從末端創新起步，包括產品的外觀設計，然後再往上
游端創新延伸；同時吸引富有創造性的高端人才、創

新人才、高技能產業工人是關鍵，珠海應考慮把大學
園區和現代產業體系對接，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培養
產業人才。

何寧卡在致辭中說，珠海作為國家最早設立的經
濟特區之一，30多年來，始終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雙贏，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發展道路，擁有構建現
代產業體系的良好基礎。近年來，珠海着力打造大板
塊、整合大園區、狠抓大項目，現代產業格局凸顯，
為珠海的新崛起再振興注入了強勁動力和無限活力。
但與國內外先進城市相比，珠海產業發展在參與國際
競爭中還有不小差距，珠海必須牢牢把握橫琴、高欄
港開發建設等歷史性機遇和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勢，大
力構建具備參與全球中高端競爭實力的現代產業體
系。希望與會嘉賓以科學的理念、戰略的眼光和豐富
的學識，積極為珠海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把脈問診、獻
謀獻策，共同努力把珠海打造成區域性產業服務中
心、世界級海洋工程裝備製造基地、國際一流通用航
空製造基地、全球領先家用電器基地和國際商務休閒
旅遊度假區，推動 「藍色珠海、科學崛起」。

何寧卡在總結講話中表示，與會嘉賓充分借鑒國
際先進經驗，圍繞各自熟悉領域作了專題發言，對珠
海市現代產業體系規劃及珠海的相關產業發展提出了
諸多寶貴意見，對珠海新一輪跨越發展具有深刻的指
導意義。珠海將認真吸取這次論證會上專家們提出的
建議，盡快轉化為工作實效。

他強調，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要以科學謀劃
引導現代產業發展，進行科學規劃、科學決策、科學

招商；以戰略平台集聚現代產業發展，以橫琴新區、
高欄港經濟區、高新區、航空產業園、萬山區為平
台，着力打造高端服務業、高端製造業、高新技術產
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特色海洋經濟的發展基地；以
科技創新驅動現代產業發展，完善自主創新環境，加
強科技創新平台和研發機構建設，集中力量突破共建
領域核心技術；以金融資本服務現代產業發展，推進
橫琴金融創新，大力發展創業投資，扶持企業上市融
資；以高端人才支撐現代產業發展，繼續實施人才強
市戰略，引進和培養高端產業人才，努力把珠海打造
成珠江口西岸地區的人才信息中心和集散中心；以營
商環境保障現代產業發展，構建完善的營商法規和制
度體系，推進效能型機關、服務型政府建設，形成適
應產業高端發展的政務環境。

舉辦現代產業體系規劃專家論證會
珠海加快構建「三高一特」產業體系

珠海市現代產業體系規劃專家論證會日前舉行，來自國內外的9位知名專家學者圍繞廣東省委書
記汪洋對珠海提出的 「經濟發展能夠參與全球經濟中高端競爭」 的目標，為珠海加快構建 「三高一
特」 現代產業體系出謀劃策。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李嘉，市長何寧卡等出席會議。

本報記者 陳艷君

珠海現代產業體系規劃專家論證會現場。（本報攝）

蘇州吳中．太湖經貿合作洽談會暨蘇州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成立二
十周年在吳中區舉行。其中外資項目16個，總投資達24億美元，內資項
目26個，總投資達410億元人民幣。其中邁豐香港機械有限公司和香港
新寶士國際有限公司與吳中經濟開發區簽約成立蘇州有限公司，註冊資
本均為 1 億美元。香港潤眾投資有限公司在甪直鎮註冊資本 3000 萬美
元，成立蘇州潤眾實業有限公司。

蘇州吳中區委書記俞杏楠介紹說，生態吳中始終是吳中區的綠色名
片，吳中區始終堅持 「山水蘇州．人文吳中」的定位，以外資經濟、民
營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為驅動，推動 「綠色發展」之路，同時不
斷探索太湖保護和發展路上的成功經驗。這也成為投資商大有可為的創
業熱土。隨着蘇州行政區劃的調整，吳中越來越趨於城市中心，城市中
心首位度不斷提高，地處長三角水陸交通樞紐，距上海、杭州、南京均
在 1-2 小時車程範圍內。這些都體現着 「尊商、親商、安商、富商」蘇
州吳中一以貫之的招商理念。

據蘇州吳中區發展規劃說明會上了解到，今後將從宜居、宜業、宜
遊三個方面以及開發區、度假區、中心城區、中心鎮四大板塊規劃產業
布局和未來發展方向。其中吳中經濟開發區將成為蘇州城南先進製造業
的集聚區和現代化的新城區。蘇州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將以 「水」為
靈魂，成為集旅遊度假體驗和休閒社區生活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商貿
區。吳中中心城區，將以發展商貿、樓宇經濟、金融保險、電子商務、
文化為產業導向的商圈；以吳中人文客廳、運河城市看台為城市設計目
標的運河風光帶濱水商圈；以發展總部經濟、創新創意產業以及以復旦
大學智慧城市項目為代表的智慧產業園。

本報記者 劉亞斌

日前在首屆滇池保護治理宣
傳月啟動儀式上，昆明市副市長
王道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十二五」期間滇池治理將投入

420.14億元，將開展 「城鎮污水處
理及配套設施、飲用水源地污染
防治、工業污染防治、區域水環
境綜合整治、畜禽養殖污染防
治」等五大類項目和牛欄江─
滇池補水工程。其中，佔投資比
例最大的分別為城鎮污水處理及
配套設施與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
分別投資178.48億、233.51億元。

滇 池 被 譽 為 昆 明 的 「母 親
湖」，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由
於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
不斷增加，導致滇池逐步富營養
化，成為我國污染最嚴重的湖泊
之一。據了解，滇池治理最大的
瓶頸是無外來水資源補給，流域
總需水量大於流域水資源量，生
態用水極度缺乏。 「外來清水的
補給將成為滇池治理的重要環
節，牛欄江引水是關鍵工程。」

王道興介紹。
王道興表示，滇池治理目前

資金缺口很大，治理資金來源主
要依靠國家投入及省市財政支
持，還有相關投融資平台公司籌
措資金等。

雲南省環境科學研究所原所
長郭慧光表示， 「如果有好的規
劃、完善的法治，以及足夠的資
金，滇池是可以治好的，資金不
到位是目前滇池治理的最大困
難。」郭慧光估計，滇池治理最

終花費可能逾千億。8月初，關於
昆明市 「將向酒店入住者，每人
每天徵收 10 元滇池生態資源保護
費」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昆
明市副市長王道興表示， 「滇池
治理需要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機
制，至於滇池生態保護費是否該
收取，還要通過廣泛論證和評
議，並聽取廣大市民的意見。」

滇池水質明顯改善
滇池治理 30 餘年，上報國務

院的 「十二五」規劃得出的結論
是： 「十一五」期間，滇池流域
水環境質量總體得到明顯改善，
滇池水質惡化趨勢得到遏制，水
體生態環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質
及景觀明顯改善，集中式飲用水
源地優於或達到三類水。

王道興認為， 「這一評價相
當高，相當於污染的惡化勢頭剎
住了車，滇池治污找到了方法，
走出了一條治污的新道路。」

本報記者蓮子 康靜

翠亨國際旅遊小鎮─
─蘭溪谷文化養生園項目
日前在位於廣東省中山市
南朗鎮翠亨村舉行奠基典
禮。該項目為總投資將逾
130 億元的翠亨國際旅遊
小鎮十大花園之一。

翠亨．蘭溪谷項目位
於孫中山故鄉翠亨村，佔
地 155,629 平方米，總投
資約 35 億。項目依靠當
地獨有文化歷史背景，將
中華文化和高端養生的創
新理念融入項目，建設集
「國際五星級酒店、文化

創意產業、高端養生會
所、酒店式服務公寓、養心居所」的創新
城市綜合體，積極推動偉人故里翠亨的發
展。

中山市市長陳茂輝等四套班子有關領
導親臨現場。原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劉忠興
中將、原廣州軍區空軍後勤部部長郭祿增

少將、廣東省住建廳副廳長陳英松、廣東
省僑聯副巡視員何宏興等也分別來到現場
參加本次盛典。項目投資方深圳匯德豐集
團董事長藍海和集團總裁曹兵，與到場的
二百餘位嘉賓見證了這一項目啟動的重要
時刻。 本報記者 陳艷君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 「明月幾時有，把
酒問青天」、 「紅酥手，黃縢
酒，滿城春色宮牆柳」……在蘇
軾名作《陽關曲》的古琴演奏
中，《宋詞雅韻》晚會在 「三蘇
故里」四川眉山上演，一首首或
慷慨激昂、或溫柔婉轉的宋詞，
將觀眾帶入獨有的情感體驗與人
文體驗中。

據悉，這是全國首場大規模
以宋詞為主題的舞台演出，選取
了《念奴嬌．赤壁懷古》、《水
調歌頭》、《定風波》、《破陣
子 》 、 《 釵 頭 鳳 》 、 《 聲 聲
慢 》 、 《 望 海 潮 》 、 《 漁 家
傲》、《滿江紅》等蘇軾、辛棄
疾、李清照、柳永、范仲淹、陸
游、岳飛等宋代大家的 22 首名
篇。 本報記者陳明 向芸

剛剛落幕的中秋國慶黃金周，安徽旅遊
全線告捷。全省 68 個重點監測景區中有 52
個景區接待量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16 個
地級市有 14 個市接待人數超過百萬人次，
其中有 4 個市旅遊總收入超過 10 億元（人
民幣，下同）。

安徽省旅遊局局長胡學凡接受專訪時表
示，安徽作為中國旅遊大省力圖通過推動思
路、產品、服務、品質、人才等六個方面的
轉型升級，構建多元化、現代化大旅遊格
局，謀求跨越發展，並在全國旅遊經濟版圖
上爭先進位。

黃金周遊客增五成
本次黃金周期間，安徽省共接待遊客

3929.19 萬人次，旅遊總收入突破百億元大
關，達 108.16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52.82%
和 46.81%。上述業績在中部省市乃至全國
均表現突出。

旅遊業轉型升級，轉變思想、觀念是前
提。胡學凡說， 「發展旅遊不能單靠現有資
源。這些年，我們在注重鞏固提升山水風光
品牌檔次的基礎上，將更多精力投入於開發
建設多元化產品，囊括文化、休閒、鄉村、
紅色、工農業、科教、商貿等多個領域。」

胡學凡稱，安徽旅遊主管部門踐行科學
發展觀，主動由管理向服務轉變，以遊客為

本，在服務中體現管理，以管理為服務作支
撐，在全省旅遊行業營造重合同守信用的大
環境，旅遊服務質量取得顯著提升，旅遊整
體環境更加優化。

人才培訓提升軟實力
今年7月，2012年第二季度全國遊客滿

意度調查報告正式發布，黃山市與上海、南
京共同名列前三甲，在全國 60 個重點監測
的城市中位列第三名，較第一季度排名提升
7個位次。

旅遊人才培養方面，安徽省與華東師範
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師範大學、黃山學
院、安徽社科院以及台灣劉銘傳大學等高校
和院所建有長期穩定的合作。近年還先後邀
請美國、德國等專業人士講授國際旅遊人才
培訓課程。

參與制訂全球旅遊標準
「就結構調整而言，安徽旅遊堅持對外

開放，高強度、高密度走出去、請進來，全
方位提升國際影響力與吸引力。」據介紹，
目前安徽已引進 20 餘個國際知名品牌飯
店，並建有2家中外合資旅行社。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山風景區應邀作
為亞太地區惟一代表，參與起草《全球目的
地可持續旅遊標準》。此外，該景區繼榮膺

「世界遺產地可持續旅遊黃山觀測區」之
後，入選 「全球目的地可持續旅遊標準實驗
區」。

此外，安徽近年積極拓展國際客源市
場，新開和加密國際和地區航線航班，業已
開通直飛韓國、日本、新加坡和港澳台航
線。目前，合肥正在修建具備內地目前最高
飛行區等級4E的新橋國際機場。

胡學凡透露，合肥新橋機場投入使用
後，安徽將開通直通歐美國家的航班。 「經
過3到5年的努力，在解決國際航空旅遊的
可進入難題之後，安徽的入境遊客，特別是
歐美遊客會大量增加。」

本報記者 秦炳煜 柏永

陝西恆源煤
電集團董事長孫
俊良日前一次性
向陝西黃帝陵基
金會捐資 600 萬
元人民幣，用於
黃 帝 陵 保 護 建
設。

目前，陝西
正在實施建設黃
帝文化園區，加
強對黃帝陵及其
周邊文化遺址、
文物遺存和千年古柏的保護，使這一珍
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與傳
承。孫俊良坦言，保護黃帝陵是所有中
華兒女的共同心聲。他為能參與保護建
設黃帝陵而榮耀和自豪。

本報記者 任麗

10 月 17 日，內地最大的城市燃氣集團
之一─港華集團在深圳觀瀾球會舉行 「優
質服務周」暨 「微笑服務大使評選大賽總決
賽」活動，以 「微笑每一天，溫馨多一點」
為主題，旨在倡導港華溫馨服務理念，展示
港華優質服務計劃成果，深化 「以客為尊」
的優質服務理念。中華煤氣行政總裁陳永
堅、港華燃氣行政總裁黃維義、全國一百多
家港華合資企業總經理及觀摩人員近千人出
席了此次活動。

在優質服務周活動上，來自南京、武漢
等地的6個發布小組在舞台上透過小品、舞
蹈、舞台劇、綜藝節目等多種發布形式，為
觀眾帶來了一場精彩的視覺盛宴，並共享了
一年的金秋碩果。隨即在港華集團微笑服務
大使評選總決賽的舞台上，來自全國五個分
站賽的 30 名晉級選手，通過才藝展示、禮
儀展示、服務情景問答三個環節的比拼，最
終由專業評委選出了 10 名港華集團微笑服
務大使以及其他多個獎項。

創有形得益逾二億五千萬元
據了解，優質服務日活動是港華集團獨

具特色的企業文化活動之一，在集團上下具
有廣泛的影響力及較高的參與率，至今已舉
辦了6屆；優質服務計劃是中華煤氣在1992
年引入的一項管理活動，其宗旨是希望通過
企業的各級員工，在自己的崗位和工作流程
當中發現服務當中的阻礙因素及改善方法，
能夠自下而上提出改善的方案，疏通服務環
節，提高服務效率，增強服務品質，從而建
立 「不斷改進、以客為尊、全員參與品質改
進」的企業文化。優質服務計劃推行以來，

截止至2011年底，共89間企業推行，累計
完成項目成果 2929 個，創造有形得益超過
二億五千萬元。

當天下午舉辦的微笑服務大使評選大
賽，已歷時半年，分五大賽區舉行區域賽，
從員工的服務意識、溝通技巧、禮儀形象、
業務技能、團隊協作等幾方面進行綜合考
核，並通過選手現場比賽、企業神秘顧客調
查、網絡投票等進行綜合評分，這次進行的
總決賽評選出港華集團微笑服務大使。

母公司中華煤氣150周年
今年正值港華集團之母公司中華煤氣成

立150周年，在150年的豐富營運經驗、先
進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服務質量和安全程度
均達到世界級水平，中華煤氣已成為家喻戶

曉、深受信賴的著名品牌。港華集團成功移
植母公司中華煤氣優秀的企業文化和理念至
內地，以親切、專業、高效服務著稱，集團
持續完善軟硬件系統，創新服務舉措，優化
工作程序，打造 「以客為尊，專業親切」的
服務文化，成為廣受歡迎的優秀品牌。

中華煤氣行政總裁陳永堅表示，公司期
望在內地市場不斷踐行香港中華煤氣的優質
服務理念，不斷創新科技與服務，始終以
「以客為尊、專業高效」為待客之道，堅持
「微笑每一天，溫馨多一點」，鼓勵員工積

極投身於日常工作，從中發現可改善之處，
發揮創意、提出改善個案，以精誠服務提升
客戶滿意度，將香港中華煤氣的優質服務之
光，鋪滿中華大地。

本報記者 王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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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治理將投入420億元

港華集團深圳辦優質服務活動

▲安徽省旅遊局局長胡學凡 秦炳煜攝

安徽旅遊多元轉型謀升級跨越

▲微笑服務大使與港華集團管理層、評選裁判一起合影

眉山誦響 宋詞雅韻 

▲《宋詞雅韻》在 「三蘇故里」 眉山上演，這是全國首場大規模
以宋詞為主題的舞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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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民營家
捐資護建黃帝陵

▲孫俊良 本報攝

中山翠亨村蘭溪谷文化養生園奠基

▲翠亨國際旅遊小鎮─蘭溪谷文化養生園項目奠基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