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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城固橘子熟了。
位于陕西省汉中盆地中部的城固

县，种橘历史已有 2000 多年，是我国最

北边的一处橘园。南北交融的气候，土
肥水甜的环境，使城固柑橘色正味浓，
拥有地理标志中国驰名商标。城固县被
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柑橘之乡”，20
多万亩橘园中有 10 万亩是国际级绿色生
产基地，有 3000 亩被欧盟认证，2000 亩
经过绿色认证。城固年产 25 万吨橘子，
出口5万吨，品牌价值超过10亿元。

城固橘子名扬四海时，城固人又让
橘园靓丽转身，成为旅游名景，产生更
大效益。站在橘园依山曲折的文化长廊
里，近看雕梁画栋上的历史故事，远观
镶嵌在橘园里红顶白墙的农家房舍，如
在画中。

近年来，城固县累计投资 8000 多万
元，将橘园自然风光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建成旅游观光环线、游览步道、会仙阁、唐
仙观、魁星园等自然及人文景点，开发了
橘园攀岩、橘林滑索等娱乐项目，使桔园
生态游成为省内外一大特色旅游品牌，也
推动了橘农们发展农家乐。今年“十一”黄
金周，橘园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14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6500万元。

西安游客在橘园喜摘鲜橘。
陕西日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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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
要枢纽，与中亚各国的交往交流源远流长，有条件有基
础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有责任有信心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赵正永介绍，一年来，陕西
省主动将发展融入建设“一带一路”大格局中，抢抓机
遇、向西开放，顺势而为、先行先试，在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新起点上迈出了新步伐。

陕西省以深化与中亚地区交流合作为重点，大力推
动全省向西开放。在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上，陕西省积
极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国家共同发布《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形成了沿线国家共同推进的共
识。组织召开丝绸之路沿线 20个城市市长圆桌会议，省
会城市西安与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
尔罕等城市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时，加
快建设西安浐灞领事馆区，推进中亚各国在西安设立领
事馆，积极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设立商务机构。

同时，陕西还坚持以交通促交流，着力构建联通中
亚的铁路、公路、航空交通网络。目前，陕西全省高速
公路已超过 4300公里，形成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西安
至哈萨克斯坦热姆的货运班列“长安号”列入国家“中
欧快线”，实现常态化运行，亚欧大陆桥陕西段的通行和
辐射能力全面提升。西安 （咸阳） 国际机场新增国际

（地区） 航线 4 条，国内外总航线达到 243 条，今年上半
年旅客吞吐量 1365.4 万人次。国家首个航空城实验区落
户西咸新区，丝绸之路航空枢纽加快建设。西安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开通运行，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进展
顺利。

“未来，我们还将建设西安国际航空港，开通更多西
安到中亚、西亚、欧洲旅游航线及货运班机，打造丝绸
之路空中走廊；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网络体系，推动中
国西部——中亚国家高速公路对接；尽快建立新欧亚大
陆桥快速交通干道，开通西安至中亚旅游列车，加快推

进西安至兰州、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建设。”赵正永说。

深化金融投资合作

赵正永介绍，目前，西安 （咸阳） 国际机场口岸已
实现“72小时过境免签”，被列为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服务试点城市。此外，陕西正加快推进新能源、节水农
业等9个陕哈合作项目，推动一批陕西优势企业积极开展
经济技术合作。截至 2013年底，陕西企业累计在中亚设
立境外企业 6家，中方实际投资总额 4.4亿美元，陕西对
中亚五国进出口额达到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7%。

以促进货币流通为目标，陕西举办了欧亚经济论坛
金融合作会议和西安 （浐灞） 金融高峰论坛，加强与国
家金融管理机构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沟通联系；启动西咸
新区能源金融中心建设，构建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打
造中国向西开放的能源交易中心和结算中心；西安 （浐
灞） 金融商务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银行全球客服中
心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证监会、保监会等分支机构已
签约入区。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陕西省积极打造区域金融中
心。”赵正永介绍，未来陕西省将着力构建西安与欧亚各
国之间的货币流通平台，加快建设西安金融商务区、西
安高新科技金融服务示范园区和西安曲江文化金融示范
园区，吸引欧亚国家各类金融机构在西安建立区域总部
或分支机构。争取国家外汇管理改革试点，配合韩国三

星电子等重大项目，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动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商务领域合作，加强银行间的网上
支付、电子结算能力以及银行监管领域合作。同时，推
动陕西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服务机构与中亚各国的
合作共融发展。

在谈到与沿线国家合作时，赵正永指出，将从沿线
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发展趋势出发，寻找产业
发展的契合点和共振点。加强与中亚、西亚、俄罗斯等
能源资源合作，加大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太阳能、
风能等能源领域的合作开发力度。鼓励电子信息、通信
等高技术企业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支持工程
机械、汽车制造以及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企业到劳动
力富集、靠近目标市场的国家扩大生产经营，引导钢
铁、水泥等企业到资源富集、市场需求大的国家建设生
产基地，释放富余产能。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建设“中
国—中亚经济合作园区”、特色出口商品基地和中亚 5国
能源交易平台，吸引沿线国家各类企业在陕设立分支机
构和生产基地，加速高端要素聚集。

开展文化艺术交流

赵正永介绍，陕西拥有80所普通高校、102万名在校
大学生、1000余所科研院所、22万名科技人员，是国家
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点和密集区。利用这一优势，陕西
省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在西安交通大学成

立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基础上，又相继成
立西北大学中亚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学院和丝绸
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现有中亚国家 1200多名学生在
西安各大学就读和培训。

去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成功，陕西7处遗迹进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此为契机，陕西省通过与沿线国家
共同开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合作举办艺术节、电影节
等活动，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扶持创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艺术精品，培育一批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利用西安现有中亚人才培训教
育基地的条件，积极拓展与中亚各国大学的合作。

在文化旅游合作方面，陕西正建设以“汉风古韵”
为主题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旅游区，编排大型歌剧 《张
骞》，并与文化部共同打造首届 （西安） 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此外，还将建设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风情体
验旅游走廊，联手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谈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机遇

先行先试打打造丝路造丝路新起点新起点
党宇婷党宇婷

去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海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一年多过去了，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
的陕西省在践行这一战略构想上，进行了怎样的探索？日前，笔者专访了陕西省
委书记赵正永。

西安古城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 来源：百度

北斗卫星导航产业作为“十二五”期间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之一，已进入提速发展阶段。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决定于 2014-2016 年组织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重大应用示范发展专
项，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成为此次国家专项中代表关中区域
的唯一示范区。此次专项建设内容包含“丝绸之路北斗智慧文化旅
游信息服务系统”、“西安市北斗如亲民生关爱”及“西安市北斗连
心民生关爱”3个示范项目，总投资48290万元，分3年建设完成。

截至 2013 年底，西安航天基地初步形成了航天及军民融合产
业、新能源新光源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产业三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24家，并保持了较高发展速度，产值由2012年的79亿
元增长至134亿元，稳步迈上百亿元的发展台阶。目前，在建以及前
期筹建项目为 96个，总投资约 834亿元，其中，以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主导的项目数量和投资量均超过1/3，成为国家航天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

西安航天基地依托在陕航天科技资源集聚的优势，大胆探索民
用航天及军工融合式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要素集聚，产
业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凸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五院、
六院、中国卫通集团、国家授时中心等大型企业在这里进行产业聚
变，促推产值裂变；以华阳、华威、向阳航材等为代表的军民融合
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在国际化市场分工里，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最大的卫星有效载荷项目航天五院新区项目
已基本建成，将于2014年底完成搬迁。50余个军民融合项目落户西
安航天基地，初步形成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民用航天产业集群，成为
名副其实的航天科技转化平台。

同时，民营企业进军军工市场，西安恒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诺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
起，为航天基地实现军民融合增添了一抹新绿。

作为掘金“技术金矿”的西安航天基地，为了避免产业单一化
发展，早在成立之初就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现已
聚集了包括中电投西安太阳能公司、隆基硅材料等在内的10多家规
模以上企业。2012 年 4 月，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片生产制造商——西
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国内主板上市。2014 年前三季
度，仅中电投西安太阳能公司、隆基硅材料公司两家企业累计实现
产值42.5亿元，同比增长80%。

按照“产城融合”的科学发展理念，基地一直注重多元化的产
业支撑，聚集了一批从事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教育培训和人
力资源服务、研发设计和创意设计服务以及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
并引进了一大批现代服务企业。预计2014年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
额20亿元，同比增速23%。

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西安航天基地成新兴产业高地
吴绍礼吴绍礼 杨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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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固城 固 高铁助大荔农产品驰销全国
李兆民 党宇婷

大 （同） 西 （安） 高铁正式开通至今已经 4 个月有
余，大荔县作为唯一一个设站的县，不仅被纳入了“西
安半小时经济圈”，更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后花
园”、陕西东大门建设的桥头堡、陕晋豫黄河金三角的核
心区。

据大荔县文物旅游局局长苏宏章介绍，大荔将依托高
铁调整产业结构，在铁路附近设立游客接待站，把大荔的
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借着大西高铁开通的“东风”，今年“十
一”黄金周，大荔县迎来了首个旅游高峰，共接待境内外游
客50余万人次，较去年翻了一番，旅游消费过亿元。

作为关中平原的“白菜心”，大荔处在关中平原最宽
阔的地带，耕地达 150 万亩，黄河、渭河、洛河环绕其
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资源优越。大荔有 “西部设
施农业第一县”之称，名优特产黄花菜、红枣、西瓜、
花生曾驰名全国。大西高铁的开通极大拓展了特色农产
品的发展空间。

目前，榆商高速韦罗段 （韦庄至罗敷） 大荔出口工
程也正加快建设。榆商高速韦罗段开通后，大荔将告别
无高速公路的历史，成为渭北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方之
一，实现与首都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陕晋豫黄河
金三角经济区在交通上的无缝对接。

甘肃
丝路建设大景区纲要出台

由甘肃省旅游局、甘肃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编写的《甘
肃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 （2014—
2020）》 日前出台。该规划纲要显示，甘肃省在未来的 6
年中，将依托全省重点建设的20个大景区，强化旅游与文
化等产业融合，实现甘肃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强省
转型升级。这20个大景区主要包括以省会兰州为主的“百
里黄河风情线—锦绣丝路园大景区”、以敦煌为主的“敦
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以酒泉地区为主的“敦煌阳
关—玉门关大景区”等，规划范围涵盖甘肃省全境及酒泉
卫星发射基地。

按照规划要求，到 2020 年，甘肃将建成 20 个年接待游
客 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和 50个旅游名城名镇，培育 50
个年营业收入过亿元的综合性旅游骨干企业；形成精品丝
路线、黄河风情线、华夏寻根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
线、红色旅游线等6条主题品牌线路，打响“精品丝路、绚丽
甘肃”旅游品牌。

新疆
丝路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将启动

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已经提上日程，将
适时启动建设规划。据了解，规划中的 3座中心城市中，乌鲁
木齐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喀什打造区域金融贸易区次区
域金融中心，伊犁霍尔果斯作为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办副主任郭洪川表示，新疆正加快
建立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进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金融市
场，为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推进组建新疆
银行，加快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相关政策。
目前，新疆金融业快速发展。统计表明，截至 9月末，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5154.04亿元，增长6.8%；各项贷款余
额11270.52亿元，增长17.4%。

陕西
首座城市中心配送式变电站投运

日前，全国首座城市中心配送式变电站——110千伏流水变
电站在陕西榆林正式投运。该变电站位于陕西榆林市神木县，
总占地面积3.5亩，本期建设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承担周边
工业企业用户 51 户，最大报装负荷 87.96 兆瓦。该工程采用了

“110千伏城市中心配送式变电站技术”，这项技术被誉为“世界
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该变电站也成为全国首座城市中心
配送式变电站，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变电站。

据了解，传统式变电站均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现场浇筑
工作量大，周期长，而110千伏流水变电站通过先进的预制舱制
造等技术，采用装配式结构，在供货商厂内完成组装试验，整
体运输至现场后直接吊装至设备基础，现场只需要完成设备间
连线连线，，大大节约了占地面积大大节约了占地面积，，缩短了现场施工周期缩短了现场施工周期，，具有占地具有占地
小小、、建站快建站快、、低噪音低噪音、、寿命高等特点寿命高等特点。（贺龙 顾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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