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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2012年複雜多變的宏觀環境，高州把加快產
業轉型升級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力
調整優化工業經濟結構，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推動

服務業快速發展，促進了三大產業全面提升，保持了經濟平穩
較快發展勢頭。

實際利用外資大增97.8%
一組組數據彰顯了高州經濟發展的實力。經濟發展考核綜

合總分由2011年的茂名第5名躍升到2012年的第2名，其中有
5 項指標位居茂名各縣（市、區）第 1。全年完成生產總值
372.79億元，比上年增長11.9%。財政總收入34.95億元，增長
9.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
14.0%和12.2%。固定資產投資64.53億元，增長91.6%。實現外
貿進出口總額2.79億美元，增長21.3%；實際利用外資1701萬
美元，增長97.8%。

大項目集聚成最大亮點
招大商、引大資是2012年以來高州經濟發展的最大亮點，

這裡儼然成了世界500強企業的雲集地。目前，已成功引進豐
達電機、華潤燃氣、華潤萬家、華潤水泥等計劃投資500萬元
以上的新增合同項目57個，其中29個已投產，完成投資7.7億
元。2012年，高州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速比茂名市高47.5個百
分點；新增規上工業19家，佔茂名市新增規上工業的35.19%
，排在茂名市第一位。

以豐達電機（香港）有限公司為例，從簽約落戶到正式投
產，前後不到30天，創造了令人驚嘆的豐達 「高州速度」。
此前，該公司已看中了內陸省份某市，只差一周就與該市簽訂
投資協議。無心插柳的該公司代表一到高州，便被高州招商引
資的熱誠打動。 「我們與公司代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談，當
即敲定解決方案。幾個小時下來，該公司基本確定了將投資轉
移到高州的意圖。」高州市委書記趙廣輝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仍歷歷在目。

工業園區擴容提質「築好巢」
為 「引金鳳、築好巢」，高州還力抓好金山、完善普康

工業園區，採取有力措施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園區綜合承
載能力。特別是完成了金山萬畝工業園22平方公里的總體規
劃和徵地500畝，吸引恆信達電子科技、金石礦業和大北農飼
料等一批企業入駐，總投資超4億元；還有10多家企業正準備

入駐，預計投資總額超8億元。2012年，高州成功舉辦了茂名
市工業園區建設現場會暨金山工業園（二期）開工儀式，成為
茂名市第一個獲授茂名市政府激勵引導資金1000萬元的縣（市
、區）。

特色文化旅遊引領第三產業
高州作為千年古郡，素有 「廣東四大文教之鄉」之一的美

譽。依託資源優勢，高州確立了以文化旅遊引領第三產業的發
展理念。2012年高州旅遊總收入4.86億元，接待遊客170.5萬
人次，同比增15.87%和16.51%。2013年1月5日，在高州紀念
冼夫人誕辰1500周年大會上，有21個重點項目簽約投資總額
399.8億元，項目涉及城市開發、能源、物流、製造、旅遊休
閒、食品加工、文化教育等行業。目前，高州正加快發展特色
旅遊業，力打造 「三色」旅遊品牌，加快冼太文化公園、三
官山、浮山嶺等重點景區建設，加強旅遊項目招商。

「美麗高州」藏生態先發機遇
作為廣東省50個山區縣之一，高州經濟的後發劣勢，恰

恰蘊藏生態先發的巨大機遇。目前已形成市、鎮、村三級黨
委（黨支部）書記抓林業的局面，全市有林地面積268.4萬畝
，森林蓄積量529.3萬立方米，森林覆蓋率66.1%。在做好森林
保護的同時，高州還積極寫好林業產業化這篇 「文章」，逐步
形成以木材生產與加工、水果生產加工、苗木花卉栽培、森林
生態旅遊等為主的林業產業化新格局。其中，馬貴鎮引進東莞
商務團投資5.5億元計劃建設 「馬貴驛站騎樓商業街」以及 「
中國傳統文化產業園」兩個以生態旅遊為主的項目。而新垌鎮
三官山，長坡鎮玉湖風景區、冼夫人文化遺址等以生態為主的
旅遊景點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開發，成為高州市內外較受歡迎的
旅遊線路。

經濟風勁好揚帆高州高州
剛過去的2012年，是高州破難攻堅、闊步向前之年。經濟發展考核綜合總分由2011年

的茂名市第5名躍升到2012年的第2名，其中有5項指標位居茂名各縣（市、區）第1。大項
目、大投資紛紛落戶高州，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大幅領跑茂名，全年實際利用外資1701萬美元
，增長97.8%，成為外商投資廣東的新熱地。僅近期舉行的高州紀念冼夫人誕辰1500周年大
會上，便一舉吸引21個重點項目簽約投資總額達399.8億元。 文 周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6 日，高州成功舉辦紀
念冼夫人誕辰1500周年系列活動，一舉成功簽
約重點項目21個總投資近400億元，可見冼夫
人文化已成為高州的重要文化品牌。為加大對
冼夫人文化遺產的保護、挖掘和傳承力度，高
州正積極謀劃建設一批以冼夫人文化為靈魂的
重點項目，建設一批以冼太命名的主體工程和
外延工程，展示冼夫人文化的特色和內涵，發
揮冼夫人文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

大打千五年冼夫人牌
在大打冼太牌的同時，高州還大力推進創

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工作。2012年，高州城
中山路街區、南華路街區成功申報為廣東省第
三批歷史文化街區，夯實了創建歷史文化名城
基礎。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全
市共登記文物點323處，其中覆查200處新發
現123處，長坡馬鞍坳石刻被定為廣東百大新
發現文物之一。新公布縣（市）級文物保護單
位8處，茂名市保護單位3處。首批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高州木偶戲得到進一步保護和傳
承，在上海世博會、深圳國際文博會等世界性
活動亮相。高州木刻畫、高州緬茄雕刻已列入
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填補高州市省級
非遺的空白。

用文化腔唱響經濟戲
「我們要唱響文化戲，更要用文化腔唱響

經濟戲，使兩者高度融合，相互促進。」高州
市文化部門的領導如是說。其中，第一齣重頭
戲就是 「冼字號」文化經濟大戲。一方面加大

冼夫人文化園投入和加強高州冼太廟的軟硬件
建設。其中，投資 26 萬元在冼夫人紀念館規
劃設計冼夫人史跡展，力爭將冼太廟申報為國
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另一方面，充分整合高
州冼夫人文化旅遊資源，致力打造 「高州冼太
廟─高涼冼太廟─舊城遺址─玉湖水庫─平雲
山冼夫人軍事遺址」的旅遊線路。

此外，高州已引資進行荔枝文化的開發，
和廣東基鈺投資有限公司簽定合同，開發 「大
唐荔鄉」項目。另一搶眼的項目是 「九曲十里
鑒河圖」：鑒江高州城區文物古蹟眾多，底蘊
深厚，有明代全國第二高塔──寶光塔，有千
年古剎觀山寺，有中土無雙緬茄樹及其故事傳
說和茄雕，有連綿的南宮庵群等文化元素，高
州現在設計建設的冼太大橋融交通與旅遊一體
，橋的設計將富含冼夫人文化元素， 「九曲十
里鑒河圖」必成為高州又一文化旅遊名片和經
濟增長極。

▲▲高州城新貌高州城新貌 車聞達攝車聞達攝

▲▲每年農曆每年農曆1111月月2424日是冼夫人誕辰日日是冼夫人誕辰日，，
20132013年年11月月55日高州市成功舉辦紀念冼夫日高州市成功舉辦紀念冼夫
人誕辰人誕辰 15001500 周年系列活動周年系列活動，，簽約引資簽約引資
399399..88億元億元 許金福攝許金福攝

▲▲高州水庫是茂名高州水庫是茂名 「「生命之庫生命之庫」」

高州文化「枝繁葉茂花紅」
創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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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大公報北京辦事處
地址：北京市阜城門外大街11號

國賓寫字樓608室
電話：（10）6800 1032

6800 1033 6800 1034
傳真：（10）6800 1036 6800 1037
聯繫人：王文韜

天津市
大公報天津辦事處
地址：天津市和平區湖北路21號三樓
電話：（22）2339 5691
傳真：（22）2339 5690 聯繫人：史汝霞

廣東省
大公報廣州辦事處
地址：廣州市寺右新馬路111號

五羊新城廣場八樓823室
電話：（20）8737 4985
傳真：（20）8737 5192 聯繫人：劉慧華

珠海市
大公報珠海記者站
地址：珠海市香洲區吉大路53號

新華大廈1106室
電話：（756）3225 869
傳真：（756）3225 869 聯繫人：陳艷君

深圳市
大公報深圳辦事處
地址：深圳市上步南路錦峰大廈11樓C室
電話：（755）8207 7233
傳真：（755）8207 7233 聯繫人：梁維果

中國證券採訪部
地址：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電話：（755）2607 4162
傳真：（755）2641 9058 聯繫人：田靜

上海市
大公報上海辦事處
地址：上海市虹橋開發區

虹古路11弄20號一樓
電話：（21）6278 5709
傳真：（21）6278 1423 聯繫人：王志民

安徽省
大公報安徽辦事處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寧國路寧國新村5棟504室
電話：（551）2622 408
傳真：（551）2622 202 聯繫人：秦炳煜

江蘇省
大公報江蘇辦事處
地址：江蘇省南京市廣州路188號

蘇寧環球大廈21/F
電話：（25）8324 3655
傳真：（25）8324 8656 聯繫人：陳旻

浙江省
大公報浙江辦事處
地址：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電話：（571）8715 1210
傳真：（571）8715 1209 聯繫人：竺建平

福建省
大公報福建辦事處
地址：福州市華林路139號屏東大廈九層
電話：（591）8753 5147
傳真：（591）8753 5147 聯繫人：史兵

大公報泉州聯絡站發行站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泉秀路

東段恆祥大廈911室
電話：（595）2886 8698
傳真：（595）2886 8698 聯繫人：鄧德相

廈門市
大公報廈門辦事處
地址：廈門市思明西路58號2樓
電話：（592）2261 718
傳真：（592）2261 619 聯繫人：陳英杰

山東省
大公報山東辦事處
地址：濟南市大緯二路51號

山東商會大廈19層1908-1
電話：（531）8858 9548
傳真：（531）8858 9549 聯繫人：辛民

山西省
大公報山西辦事處
地址：太原市萬柏林區長風西街16號萬國城moma6號樓1單元1001
電話：（351）6101 188 6088 811
聯繫人：楊奇霖

內蒙古自治區
大公報內蒙古辦事處
地址：呼和浩特市錫林南路9號

銀都大廈A座1206室
電話：（471）6688 126
傳真：（471）6688 198 聯繫人：喬輝

吉林省
大公報吉林辦事處
地址：長春市平泉路21號

平泉小區1棟4-108室
電話：（431）8905 889
傳真：（431）8654 055 聯繫人：盧 冶

黑龍江省
大公報黑龍江辦事處
地址：哈爾濱市道里區通達街138號

哈爾濱商業大酒店705室
電話：（451）8480 5145
傳真：（451）8480 5147 聯繫人：焦紅瑞

遼寧省
大公報遼寧辦事處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和平南大街45號

南樓508室
電話：（24）2312 8388
傳真：（24）2386 5368 聯繫人：李蘭

四川省
大公報四川辦事處
地址：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電話：（28）6565 8258
傳真：（28）8555 7928 聯繫人：陳明

貴州省
大公報貴州辦事處
地址：貴陽市中華北路53號

美佳大廈北樓20樓7號
電話：（851）6822 423
傳真：（851）6822 425
聯繫人：汪仕英

雲南省
大公報雲南辦事處
地址：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環城西路170號

雲南民族大廈13樓
電話：（871）6417 9318
傳真：（871）6415 9333 聯繫人：辛民

陝西省
大公報陝西辦事處
地址：西安市新城大院

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
電話：（29）8729 4832
傳真：（29）8729 4162
聯繫人: 張建麗

重慶市
大公報西南辦事處
地址：重慶市渝中區學田灣正街

東方花苑B座1901室
電話：（23）6362 8921
傳真：（23）6362 8921 聯繫人：翼萍

湖北省
大公報湖北辦事處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

愛尚東亭1號樓2單位2803室
電話：（027）8576 1656 8576 1302
傳真：（027）8556 0732 聯繫人：孔嘉

湖南省
大公報湖南辦事處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

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
電話：（731）8219 3515
傳真：（731）8219 3525 聯繫人：李雷

海南省
大公報海南辦事處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電話：（898）6673 5188
傳真：（898）6673 5388
聯繫人：張建星

河南省
大公報河南辦事處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

中油新澳大廈901室
電話：（371）6558 5233
傳真：（371）6558 5427
聯繫人：王艷華

河北省
大公報河北辦事處
地址：石家莊市新休門街1號

濱江國際A座2305室
電話：（311）8537 7132
傳真：（311）8537 7131 聯繫人：顧大鵬

江西省
大公報江西辦事處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東路

南洋花園A4-5
電話：（791）8830 8129
傳真：（791）8830 8329
聯繫人：梁曉睿

廣西壯族自治區
大公報廣西辦事處
地址：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望園路6-2號

望湖苑15樓15A
電話：（771）5705 598
傳真：（771）5705 598 聯繫人：羅保華

寧夏回族自治區
大公報寧夏辦事處
地址：銀川市北京東路大地世紀小區49號
電話：（951）3978 666
傳真：（951）3875 600 聯繫人：田育紅

甘肅省
大公報甘肅辦事處
地址：蘭州市平涼路166號
電話：（931）8585 106
傳真：（931）2180 108 聯繫人：楊紹紅

青海省
大公報青海辦事處
地址：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39號162室
電話：（971）6335 709
傳真：（971）6335 709 聯繫人：唐瑜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大公報新疆辦事處
地址：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

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電話：（991）2803 001
傳真：（991）2803 003 聯繫人：王惠

澳門
大公報澳門辦事處
地址：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
電話：（0853）2835 4510 2835 4509
傳真：（0853）2835 4509
聯繫人：唐煥兒

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工人體育場東路16號
電話：（10）6506 3082
傳真：（10）6506 4216
聯繫人：李燕麗

中國圖書進出口廣州分公司
地址：廣州市新港西路大江沖25號
電話：（20）3420 2170
傳真：（20）3420 1965 聯繫人：周 瑩

中國圖書進出口廣州公司珠海經營部
地址：珠海市粵海中路南油花園3057號
電話：（756）8602 612
傳真：（756）8602 613 聯繫人：馬仲菠

珠海市新華書店
地址：珠海市吉大景樂路36號
電話：（756）3260 010
傳真：（756）3341 355 聯繫人：林 瑞

中國圖書進出口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泰然九路

海松大廈B座22層
電話：（755）2398 1662
傳真：（755）2398 1669
聯繫人：劉曉斌

中國圖書進出口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區廣中路88號8樓
電話：（21）3635 7800
傳真：（21）3635 7810 聯繫人：張曉瑛

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27號

新城大廈西座1319室
電話：（755）2594 3875 2598 7671
傳真：（755）2594 3696
聯繫人：熊海平

福建外文書店
地址：福州市晉安區連江北路官前路8號
電話：（591）8367 3552
傳真：（591）8367 6645 聯繫人：龍小明

成都和平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雙林路388號

富臨大廈18樓1806室
電話：（28）8438 0048
傳真：（28）8438 9239 聯繫人：郭小培

東莞市萬家通報刊發行物流公司
地址：東莞市三元路8號報業大廈附樓
電話：（769）2312 6309
傳真：（769）2312 6307
聯繫人：葉志聰

中山市香山報刊經營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石岐孫文中路147號4樓
電話：（760） 8887 6770
傳真：8883 6355
聯繫人：黎小姐

江門日報社
地址：江門市華園中路25號
電話：（750）3502 693
傳真：（750）3502 693
聯繫人：林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