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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242 個現代服務業項目集中開工
【香港商報訊】9 月 10 日，成都市 2019 年現代服務
業重大項目舉行集中開工儀式，市區兩級計劃新開工
服務業項目 242 個，總投資達 3971.3 億元。其中：電
子商務 16 個，電子信息 14 個，會展經濟 4 個，旅遊運
動 15 個，文化創意 36 個，現代金融 16 個，現代商貿
81 個，現代物流 31 個，醫藥健康 29 個。
參加開工儀式的服務業項目中，簽約總投資 10 億元
以上項目達 113 個。包括計劃 9 月開工的總投資 20 億
元的基準方中中國總部項目、總投資 15 億元的川投信

息產業總部及研發基地項目、總投資 200 億元的天府
國際旅遊度假區一期項目。總投資 21 億元的傳化智聯
成都東部物流中心項目，總投資 40 億元的藍城文創小
鎮及田園綜合體（一期）項目。

服務業項目招引實現新突破
據成都市商務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 1-7 月，成
都新簽約服務業項目 331 個，簽約總金額 4859.5 億
元，新引進前海人壽、廣州越秀、月星集團等 63 家中

國服務業 500 強企業，在蓉中國服務業 500 強企業增
至 226 家，投資領域主要在商貿流通、房地產開發、
物流、金融、文創旅遊等；新引進紀梵希童裝、希爾
頓嘉諾賓酒店等國際首店和知名品牌 81 家，東方稻創
達沃斯小鎮等消費新場景項目 43 個，服務業項目招引
實現新突破。
據了解，今年成都市商務局已開展了韓國日本現代
服務業推介會、2019 年成都市 TOD 商業發展大會、
2019 西部（成都）國際康復暨福祉博覽會、2019 中國

科創助力江蘇高質量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杜林、宋璟
報道：10 日，江蘇省舉辦 「蘇寫高
質量，奮鬥新時代」 ——慶祝新中
國成立 70 周年 「經濟發展高質量」
新聞發布會。江蘇省發改委副主任
湯明海表示，江蘇 70 年來的發展變
化，既有 「高速度」 、更重 「高質
量」 ，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生動縮
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功
實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
革開放以來，江蘇綜合實力不斷增
強，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二。2018
年，江蘇全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綜合實現程度為 97.6%。
湯明海表示，江蘇大力推動以經濟發展高質量為首
的 「六個高質量」 「
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取得巨大成
就，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譜
寫了 「江蘇篇章」。2018 年，江蘇以佔全國 1.1%的土
地、5.8%的人口，創造了全國 10.3%的生產總值。
湯明海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
來，江蘇省經濟總量大幅提升。全省經濟總量由 1952
年的 48.4 億元，到 2018 年的 9.26 萬億元，位居全國第
二 ， 剔 除 價 格 因 素 ， 累 計 增 長 326.6 倍 ， 年 均 增 長
9.2％，經濟總量佔全國的份額由 1952 年的 7.1％提高
到 2018 年的 10.3％。人均總量 2018 年達 11.5 萬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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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財政實力顯著增強。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超萬億
新中國成立以來，江蘇經濟結構實現 「三二一」標
誌性轉變。1952 年，江蘇農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達
52.7%，工業比重僅為 15.8%。經過多年的建設發展，
1972 年，第二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大產業；2015
年，第三產業首次佔比超過第二產業，達到 48.1%。
2018 年全省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調整為 4.5：44.5：
51；江蘇產業發展邁向中高端。2018 年，江蘇戰略性
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上工業比重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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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和 43.8%，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突破萬億元，全國
超過 1/5 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來自於 「
江蘇製造」。
「
江蘇成為中國創新能力最強、創新成果最多、創
新氛圍最濃的省份之一。」湯明海說，江蘇科技進步
貢獻率達63%，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8萬家。在中國全
球領跑的 219 項技術中，有 33 項在江蘇，佔全國的
15.1%。
據介紹，2018 年江蘇進出口總額達 6640.4 億美
元，比 1978 年增長了 1552.4 倍，年均增長 20.2%。
江蘇進出口總額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二，實際利用
外資達 255.9 億美元。

舟山「126」行動融入長三角一體化
【香港商報訊】10 日，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系
列新聞發布會舟山專場在杭州舉行。舟山市委書記俞
東來，嘉興市委副書記、市長何中偉出席。俞東來書
記就舟山如何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發揮作用等問題
答本報記者問。
俞東來表示，舟山是長三角的重要城市，也是上海
都市圈的成員，舟山參與長三角一體化要發揮區位優
勢、海洋優勢和港口優勢。舟山有 200 多公里的深水
岸線，非常適合建大港，現在寧波舟山港已經是世界
第一大港，下一步還有很好的發展潛力，這個優勢要
繼續弘揚，圍繞港口做好大港口文章。
另外就是海洋經濟的發展等方面。中央最近批准了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規劃綱要，舟山將按照中央的要

求，下一步主要是做好 「126」行動計劃。
「1」是打通一條主通道，主要是形成和滬杭甬這
些城市快速便捷的陸道交通聯繫。現在鐵路已經在謀
劃當中，有望在明年開工；高速公路目前舟山本島已
經通了跨海大橋，到岱山縣的大橋也在建設當中，在
2021 年應該也能夠通車。
「2」是建設兩個合作區。一是小洋山跟上海的浙
滬合作區，現在上海新建了一個自貿區的新片區，其
中把小洋山的一部分也劃入了進去，所以最近在小洋
山的北側要建一個新的集裝箱支線碼頭。二是和寧波
的合作區，重點是加強舟山和寧波在港口發展、基礎
設施、產業聯動、資源配置、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協
作，大力推進甬舟一體化。

「6」是推進六大工程。一是自貿聯動工程，主要
是和上海自貿區的聯動發展。二是港航協同工程，主
要是做強舟山江海聯運服務中心，把江海聯運、海進
江、江達海進一步做大做強。三是產業提質工程，重
點是加強石化、裝備製造、現代航空、生物醫藥這些
產業的協作，打造長三角海島旅遊休閒健康養生基
地。四是創新引智工程，重點推進科技平台的合作，
積極引進高精尖的人才與長三角地區的科研院所開展
技術攻關，共建創新飛地產業園。五是民生共享工
程，重點是提高異地就醫的便利性，推動優質的教
育、醫療。六是環境提升工程，重點是生態海岸線的
建設。
張夢琪

宜昌從「百廢待興」到「全國百強」
【香港商報訊】10 日，湖北省委宣傳部召開慶祝新
中國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聞發布會第 9 場——宜昌從
「峽江小城」邁向 「兩個走在前列」。據了解，1949
年 宜 昌 GDP 僅 為 1.51 億 元 ， 經 過 70 年 的 奮 鬥 與 發
展，截至 2018 年，宜昌 GDP 突破 4000 億大關，70 年
來，宜昌完成了由 「百廢待興」向 「全國百強」的成
功轉變。
據宜昌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惠霞介紹，宜昌作
為大國重器三峽工程所在地，素有 「宜人之城、昌盛
之地」的美譽，70 年來，宜昌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強
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提速升級現代服務業，為宜昌實
現高質量發展，從 「百廢待興」到 「全國百強」的歷

史性飛躍奠定了基礎。據介紹，在 1949 年至 2018 年
的 70 年間，宜昌市 GDP 由 1.51 億元增加到 4064 億
元，實現 2691 倍增長，位居全國 GDP 百強城市第 54
位；人均 GDP 由 76 元增加至 98269 元，增長 1293
倍，位居湖北省第二；城市、鄉鎮居民收入、城鄉
儲蓄存款分別增長 70 倍、124 倍、2126 倍，宜昌市
全域貧困發生率下降至 1.53%。
陳惠霞強調，宜昌市能夠實現經濟騰飛，貿易額
井噴式增長與其獨具特質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以及始
終堅持 「一帶一路」與 「走出去」的戰略思想密不
可分。作為長江中上游區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電
之都，近年來，宜昌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利用宜昌

自貿片區開放平台，構建了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同時
宜昌緊抓製造業這一實體經濟根基，投資 2400 億元
實施工業技改三年行動，持續開展重大項目 「集中開
工+集中簽約」，加快製造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新
興產業產值佔比。目前 「宜昌製造」已成為鋼琴生
產、汽車製造行業的排頭兵， 「宜昌製造」出口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據數據顯示，2018 年，宜昌外貿進
出口額超過 200 億元，其中與 「一帶一路」前 7 位貿
易夥伴貿易額達到 36 億元，48 家宜昌企業 「走出
去」到境外投資，與 19 個國家 24 個城市締結為友好
城市。
吳超群 張迪 許勁超

最寬長江大橋主體工程武漢完工

武漢青山長江大橋

羅航 攝

【香港商報訊】9 日，隨着武漢青山長江大橋橋
面鋪裝等附屬工序的開展，由中鐵大橋局承建的寬
達 48 米的最寬長江大橋主橋主體工程正式完工。這
標誌着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全漂浮體系斜拉橋建設進
入最後收尾階段。
據武漢青山長江大橋設計者、中鐵大橋院副總工
程師徐恭義介紹，青山長江大橋是武漢市第十一座
大橋，全長 7548 米，大橋為雙向 8 車道高速公路
（另預留 2 車道），設計時速為 100 公里。橋主塔
高 279.5 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 「
A」型塔；橋面
寬 48 米，是目前跨越長江橋面最寬的橋樑。
作為四環線跨越長江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青山長
江大橋通車後將成為武漢青山區到黃陂區的一條新
通道，進一步優化武漢 「環線+射線」路網結構，
對緩解武漢過江交通壓力、增強武漢國家綜合交通
樞紐地位、打造中部地區現代物流基地具有重要意
義。
鄧一峰 馬文建 吳超群 張丙芬

（成都）文創旅遊商品展覽會、2019 中國（成都）旅
遊景區創新發展暨遊樂設施博覽會，全球商業地產中
國大會等投資促進活動 60 餘場，開展服務業和功能區
開工促建活動 13 場。
今年以來，成都市商務局以投資穩增長、以投資促
消費，全力開展服務業投資促進，推進國際消費中心
城市建設，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等重點工作，不斷鞏
固成都作為西部消費中心和西南生活中心的競爭優
勢。
付莉莉

黔將辦系列國慶活動
【香港商報訊】10 日，貴州省委宣傳部（省政府新
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透露，為隆重慶祝新中國成
立 70 周年，結合實際情況，貴州將組織開展十二大主
題系列慶祝活動，大力唱響禮讚新中國奮進新時代的
昂揚旋律，全面營造牢記囑托、感恩奮進的濃厚氛
圍。
據悉，貴州慶祝活動主要包括組織收聽收看慶祝大
會、閱兵和群眾遊行直播；舉行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儀式；舉行升國旗儀式；召開座談會；舉辦大型成就
展；舉辦融媒體知識竟賽； 組織拍攝電視專題片；創
作推出系列文藝精品和文化活動；推出系列重點出版
物；開展英雄模範系列宣傳活動；開展走訪慰問活
動；參加國慶彩車遊行等。
目前，電視劇《偉大的轉折》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全國優秀電視劇展播活動首部獻禮劇已在央視
一套黃金時間播出，電影《極度危機》已在全國公
映，多彩貴州文化藝術節系列活動正如火如茶舉行。
9 月底，還將舉辦貴州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採取圖片、文字、實物、視頻、
現場講解、網上展館等方式，向觀眾呈現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貴州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武漢推五大文旅活動
【香港商報訊】近日，武漢市委召開新聞發布會，
圍繞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
會」兩大盛事，推出各類特色文旅活動。隨着中秋、
國慶的臨近，在節日期間，武漢市制定紅色遊、藝術
盛宴、體育賽事、文化旅遊、夜經濟五大特色文旅活
動，豐富居民生活，為軍運會預熱。
據悉，為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武漢市推出 「紅
色經典」 「紅色寶藏」 「建軍策源」 「偉人足跡」
「革命烽火」 「紅色英烈」6 條 「武漢榮光」經典紅
色旅遊線路；創作演出楚劇《向警予》、話劇《地鐵
時代》等舞台藝術精品。
除紅色文化活動外，武漢各區還將推出多場藝術饕
餮盛宴。在體育賽事方面，2019 年的武漢不僅擁有世
界軍人運動會，9 月 20 日第五屆武漢網球公開賽，世
界排名前十的 WTA 選手將悉數到場；9 月 4 日開始，
舉行為期近一個月的 「
市民盃」足球賽等賽事項目。
此外，今年中秋、國慶節期間，新版的長江燈光秀
以 「楚天光秀 輝煌江城」為主題，表演的內容包括
國風楚韻、浩蕩長歌、輝煌時代 3 個篇章，涵蓋慶祝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軍運會等元素，呈現氣壯山河、
萬象更新的華彩畫卷。
吳超群 張丙芬

五個「金十條」助力
金普高質量發展
【香港商報訊】10 日，大連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發
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連金普新區加快、加密改
革腳步，一系列改革循序展開、漸次深入，除開展事
業單位改革、黨政機構改革、國企改革、自貿區和園
區改革外，還與先進地區對標、與國際慣例對接，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新政策、
新辦法，不遺餘力地改善營商環境，推動金普新區高
質量發展。
大連金普新區是吃改革飯、走開放路 、打創新牌
發展起來的，正致力於探索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
徵、金普特點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圍繞 「打造國內一
流、東北領先營商環境」的目標，新區對標先進、對
接國際，推出自貿創新、招商引資、住建審批、市場
監管、文化產業五個 「
金十條」。
其中招商引資 「金十條」措施主要包括：項目落地
獎勵，分為重點項目、總部經濟項目、科技創新項
目、各類投資基金；經營貢獻獎勵，分為重點項目和
功能性總部型機構；用地政策，分為一地多用、產業
配套用房、降低用地成本、利用閒置工業廠房興辦符
合上級政策的產業項目等十條措施。
劉瑩

首批「長沙造」
華為手機下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芷行、何雯報道：日前，湖
南最大電子類廠房工業園——長沙智能終端產業園比
亞迪電子項目投產，首批 「長沙造」華為手機正式下
線，項目全面投運後預計實現年產 4000 萬台智能手
機，將為望城經開區打造千億智能終端產業注入澎湃
動力。
在偉創力退出後，比亞迪電子已經正式取代偉創力
成為長沙 「超級工廠」新主人，承擔起華為第二製造
中心的代工重任。
由中建五局承建、世界 500 強企業華為和比亞迪聯
手打造的長沙智能終端產業園是省市重大產業鏈建設
項目，也是望城打造千億智能終端產業集群的龍頭項
目。該項目佔地 260 畝，總建築面積達 26 萬平方米，
按照德國工業 4.0 標準，面向未來 20 年發展，規劃產
能 1.5 億台智能終端設備和泛網絡產品，是湖南最大電
子類廠房工業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