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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特刊

2013 年 习 近 平 总
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
略，为中国对外开放发
展指明了方向。山东临
沂是中国市场名城、中
国物流之都，具有融入

“一带一路”的良好基础
和独特优势。近年来，临
沂市委、市政府把融入

“一带一路”作为全市发
展的最大机遇，大力推
进临沂商城国际化，目
前 已 与 64 个“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了贸
易联系，去年商城交易
额 增 长 18.1% ，达 到
3783.5 亿元；带动全市
出 口 增 长 6.6% ，达 到
402 亿元，在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上作出了沂
蒙老区的积极贡献。

立足商贸物流优
势，建设中国市场名城。
临沂商城诞生于改革开
放初期，30 多年来历经
摆地摊、大棚底、批发城
等阶段，目前已建成全
国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
批发市场，形成“南有义
乌、北有临沂”的格局：
一是商城规模大，核心
区面积 31平方公里，有
专业批发市场134处，经营业户7
万户，营业面积1300多万平方米。
二是商品种类全，涵盖27个大类、
6万个品牌、200多万个品种，“只
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三是经
营业态新，既有总经销总代理、仓
储式经营等传统业态，又有电子
商务、体验购物、个性定制等新兴
模式，B2B、B2C等电商企业达到
4.3 万家。四是物流覆盖广，现有
物流园区22处、物流公司1700多
家、配载线路2000多条，覆盖全国
县级以上城市，通达全国几乎所
有港口和口岸；市场每天发出货
物20多万吨，物流成本比全国低
20%左右，带动全市物流总额达到
2.7万亿，列山东省第2位。五是发
展态势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情况下，临沂商城逆势上扬，近
5年来交易额年均增长 20.9%，新
登记市场主体年均增长27.5%。

依托临沂商城发展，带动千
商百业兴旺。商贸物流的繁荣吸
引了人气、商气、财气，汇集了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一是拉动了
产业，形成了木业、食品、机械等
八大主导产业，其中板材出口占

全国的 40%、居第 1 位；
化肥产量占全国的 1/
5，去年全市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1.2万亿元。二是
促进了转型，服务业年
均增长 10.2%，三次产
业实现了“二三一”向

“三二一”的标志性转
变。三是推动了开放，开
行 10 条国际国内货运
班列，在匈牙利、德国、
巴基斯坦等地建设了
12 处“海外临沂商城”，
去年对外实际投资增长
46.4%。四 是 繁 荣 了 城
市，中心城区面积 220
平方公里、人口 212万，
成为山东省第三大城
市。五是吸纳了就业，商
城直接从业人员 25 万
人，拉动就业 100万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连续 6 年跑赢 GDP。
六是带动了发展，去年
全市GDP超4000亿元，
列山东省第 7 位、全国
第 45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293.9亿元，同比
增长 11.7%，税收占比
81%，增幅和占比均居
山东省第1位。

实施商城国际化，
加快走出去步伐。坚持内贸与外
贸、线上与线下、商贸与生产融合
发展，大力推进商城国际化，加快
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开放发展、跨
越发展的新路：一是打造“一带一
路”国际贸易新高地。深入开展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加快建设
投资 350 亿元、3.4平方公里的国
际商贸城项目，打造国际贸易“样
板区”。二是构建“一带一路”国际
物流新通道。以通往边境城市、港
口城市为重点，开行更多的货运
班列；布局建设一批分拨中心和

“边境仓”，让“丝绸之路”上有更
多的临沂“驼队”。三是开辟“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新版图，力争巴基
斯坦瓜达尔港、白俄罗斯中白商
贸物流园年内建成使用，加快推
进阿联酋沙迦、吉布提港等地海
外商城项目。四是推行“一带一
路”国际业务新模式。着力发展国
际国内电商，完善“智慧临沂商
城”功能，推动外贸企业向跨境电
商转变，全力打造区域性跨境电
商中心。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临沂市
委书记）

“去年 11 月才入股，年底就领到分红
啦！”苏玉爱老人拿着《股金证》，心里美滋
滋。今年71岁的老人是陕西宝鸡陈仓区慕
仪镇孙家村七组的贫困户，老伴长期卧病
在床，儿子身体残疾，一家三口生活艰难。

“我年纪大了，啥都干不了，还要照顾两个
病人……”提起以前的生活，老人忍不住
掉下眼泪，“多亏有镇上和村里的照顾！”

孙家村党总支书记张喜怀介绍说，村
里有贫困户 34 户，在党员干部的帮扶下，
大部分已找到致富门路。像苏大妈这样缺
少劳力、没有技术、因病致贫等自身发展
能力较弱的贫困户，如果简单给予扶贫资
金，很难达到从根本上扶贫的目的。为此，
按照镇党委的统一安排，村党总支积极引
导其入股周边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让贫
困户不掏一分钱就当上了股东。

贫困户当股东，在慕仪镇已不是个

例。“在我们合作社入股的贫困户有 80
户。”陈仓区英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拴英说，合作社用这笔资金新建了一条
现代化的食用菌生产线，先进技术的运用
使发菌成活率由以前的80%提高到现在的
99%以上，产量、质量也大幅提高。

据慕仪镇党委书记贾亚斌介绍，2016
年来，镇党委对接辖区内的合作社和龙头
企业，经过反复沟通最终达成协议，全镇
152 户贫困户采取“资金入股、分红返本”
的模式，分别在英子种植专业合作社、陕
西国人菌业科技产业园入股。企业按照协
议约定比例，逐年给贫困户返还本金的同
时，分别按照本金的 5%和 10%进行保底
分红，还可根据企业当年的经营情况进行
二次分红。“这 152户入股贫困户中，已有
96 户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贾亚斌欣慰
地说，“这既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又增

加了贫困户的收入，真正实现了双赢！”
宝鸡市陈仓区地处关中平原最西端，

是陕西的西大门，全区有11个镇，3个街道
办事处，由川道、塬区、西部山区三大板块组
成。2016年全区共有贫困户12208户，贫困
人口41340人，贫困发生率11.65%，尤其是
西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等
原因，成为全市集中连片贫困人口最多、贫
困面积最大、生存环境最差、贫困程度最深
的“特殊区域”，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近
年来，陈仓区委、区政府坚决实行“不脱贫不
脱钩”制度，及时健全驻村联户帮扶机制，实
现了82个贫困村帮扶和贫困村第一书记全
覆盖；积极探索实践“生态+旅游+扶贫”战
略，深入推进“6+贫困户”模式，启动实施各
类产业扶贫项目 166 个，贫困户转移就业
6500多人；全年实现7158户26417人脱贫，
23个贫困村整体脱贫，超额完成脱贫任务。

本报电（李 娜）学习汉语游汉中，几
天就变中国通。3 月 26 日，以“学汉语、游
汉中、探汉源、知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生
感知汉文化基地项目在陕西汉中天汉文
化公园丝路文化广场启动。此次活动有来
自五大洲35个国家的留学生来到古汉台、
褒斜栈道、勉县武侯祠、诸葛古镇等地参
观学习，亲身感知汉文化，学习汉文化。

本次活动是汉中市委、市政府立足于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面向在华外国留
学生、全球孔子学院师生、海外汉语学习
群体等所提供的实践教学服务，在服务国
家战略、高校教学的同时，打响叫亮“两汉
三国、真美汉中”城市品牌，塑造“丝路源
点城市”形象，提升汉中文化软实力。

该项目鼓励国际学生来陕西理工大
学参加汉语学习；实践课程由汉中概览、
两汉三国、真美汉中、汉服汉礼、天汉茶
香、民居汉韵6个单元组成，可供学生自选
组合；教学点有陕西理工大学、两汉三国
知名景点、风景名胜区、传统民居等。

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
已有2500多年历史。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
节日之一。它是人们祭奠祖先、
缅怀先烈的节日，是中华民族认
祖归宗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它
通过清明祭祀“教后人以孝，育
后人以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
品德传承下来。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
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所以，有“敬”，才
是真正的“孝”；没有“敬”，“孝”
便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也
就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

有人问，我给父母买房子车
子，给父母花不完的零花钱，我
不孝吗？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问
你的父母，他们快乐吗？

《太平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乐，而
不饥寒者，是贤孝之子。”也就是

说，那些既能让父母获得快乐又让其无生活之忧的
人，才是真正孝顺的人。所以，纵使你给父母万贯家
财、山珍海味，如果没有亲人间的团聚，没有电话里的
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没有每日发自内心的惦念，那也
不是孝，因为父母不快乐，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慰藉
和满足。

没有敬，也就没有孝。真正大孝之人，不仅要养父
母的身体，还要用心中的尊敬与爱戴滋养他们的心。
对于父母来说，被敬爱之心滋养才是最大的幸福与快
乐，也只有这种奉养，才是子女给父母的最好安慰。

人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有一个朋友工作
在西安，老母亲在老家河南新乡农村，他几乎每10天
就要乘高铁回去看望老母亲。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把
老母亲接到身边，朋友说要尊重老人的选择，她乐意
住在老家，而子女经常回家听老母亲讲一讲过去的
事，她已经很幸福了。

晚清名儒倭仁说过：“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
艺。”孝之道同样在人心，不在技艺。《弟子规》中讲：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敬”是对父母尽
孝的最好表达。

实际上，在家里学会了孝敬父母，在社会上也就
能恭敬他人。关于“敬”的正能量，宋时程颢曾有论述：
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
灵必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本报电（田立阳）畅游百里花海，
“醉美”生态鹮乡。近日，以“金色花海、
真美汉中”为主题的 2017·中国最美油
菜花海汉中旅游文化节暨洋县第八届
梨花节，在陕西洋县“印象洋州广场”盛
大开幕。本次活动以“城市的名片，旅游
的盛会，百姓的节日”为宗旨，将从 3月
初持续到4月底。

在此次汉中旅游文化节的主会场
洋县，12万亩油菜花和万亩梨花将在两
周内迎来盛花期。3 月中旬至 4 月初到
洋县踏青，可观赏到梨花、油菜花同时
开放的“金海雪山”盛景，而万亩牡丹花
也在 3月底陆续开放。洋县主会场推出
6 条实景体验精品线路，游客可自主选
择，感受万花齐放的魅力。

右图：朱鹮掠过花海 李宏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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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古城西安春光明媚。3
月24日至26日，以“丝路旅游·舞动中
华”为主题的2017中国西北旅游营销
大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区
市的景区、旅行社、俱乐部、文创企业、
航空公司等上千家旅游相关服务单位
齐聚西安，促销新年旅游产品，寻求市
场合作对象，自助洽谈互动签约，与近
30场各种旅游营销活动一道，共同演
绎了一场旅游产业的“牵手行动”。

业态“牵手”展示最美形象

3 月 24 日上午 9 时，本届营销大
会在各类现代旅游业态旗帜飘动下进
入开幕环节，执旗手分别代表参会的
山岳、森林、湿地、自驾、户外等众多业
态及黄河、长江、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
丝绸之路旅游地标。陕西省旅游局党
组书记高中印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全
国旅游业界关注陕西，与丝绸之路沿
线形成宣传、促销、市场与客源互动大
合作，共同为民众奉献最优美、最丰盛
的旅游大餐。

随着陕西省副省长魏增军宣布大
会开幕，西安主会场和设在甘肃天水
与酒泉、新疆石河子、青海茶卡盐湖、
宁夏盐池以及陕西韩城、神木、留坝、
绥德、渭南市博物馆的10个现代旅游

业态分会场全面互动起来。青海的“天
空之镜”生态游、石河子的屯垦与红色
游、酒泉的敦煌与卫星发射中心研学
游、天水麦积山的石窟艺术游、盐池的
长城与草原风光游以及陕南、陕北、关
中的山地旅游、民俗旅游、县域游、城
市游，让全国参会者掌声不断。

在大会开幕前夕，各地分会场均
已做出大量传播铺垫，形象大使选拔
引发广泛关注，“幸运游客”网络海选
参与者超过万人，执旗手在全国千余
家参会单位中选择同类别顶级业态。
现场所呈现的，堪称中国当代旅游业
态的“完美阵容”。

在 23 日举行的丝绸之路旅游合
作“牵手”盛典中，首次发布的《2016
西北地区县域旅游“百强榜”》让全域
旅游时代的最美县域牵手；大会首批

《2017 最值得游走的 50 处风景》把全
国最新风景组合呈现给旅游市场。都
市融媒牵手、长江黄河名景牵手、海陆
丝路名景牵手、形象大使和分会场牵
手等，都让本届营销大会展示出非凡
的市场导航性。

供需“牵手”助推产业发展

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管理部门联合

主办的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2013
年由陕西发起，目前已成为西北地区
营销陆路丝绸之路、促进陆海间丝绸
之路旅游客源互动的重要平台。

今年的营销大会上，丝路沿线城
市派出了强大的促销阵容，其中甘肃
的平凉、庆阳、天水、兰州、张掖、酒泉
促销团超过 300 人，海上丝绸之路上
的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众多城市和
名景如期赴约。此外，本次大会还举办
了丝绸之路沿线高铁城市旅游合作恳
谈会，围绕高铁城市间客源互动、海路
丝路间旅游城市合作达成了多项共
识，并签署了《丝路名城旅游合作共
识》。

与传统展览会、博览会不同，营销
大会始终注重产业间供需合作交流与
自助洽谈签约，“你推介，我认可，双方
落地合作”成为鲜明亮点。3月25日上
午，2017中国大江南北旅游合作洽谈
会上，全国各地300多家景区、酒店进
行了现场自助选择客户，自助签约营
销项目，旅游签约数超过7000份。

在本届营销大会上，东方航空、南
方航空、中信鸿联九五等大型企业均
进行了与旅游业合作的专题推介与签
约活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各省区共
同搭建丝路起点的产业营销平台，满
足了旅游业年初营销、年底评估的市
场规律需求，所以大会广受关注。

据悉，西北相邻地区本次参会规
模非常庞大，其中重庆市自主参会多
达 9 区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旅游
城市均向陕西市场抛出“橄榄枝”。

在 3 月 26 日举行的总结颁奖会
上，来自内蒙古的一位景区负责人说，
营销大会是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模板，
供需“牵手”才是市场的真金白银。

跨界“牵手”演绎陕西担当

从今年2月起，无论在西安市区、

高铁站、火车站、咸阳机场，还是广州、
长沙、珠海、深圳等地，都可以看到本
届大会的项目广告。为了凸显大会主
题，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从去年起
就开始了全国广告资源整合行动。在
年初举行的营销大会首批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上，全国众多优势传媒企业都
抢先与大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驴
妈妈网、途家网、携程网等在线交易平
台全程介入，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人
民网舆情监测室、高铁电视大力支持，
安徽、贵州、陕西电视都市融媒强强联
手，众多省级电视台“名嘴”、直播平台

“网红”互动。仅就开幕式而言，场内外
互动人群就超过120万人。

3 月 25 日上午，丝路名城主题日
宝鸡的宣传促销会上，摄影展、“最美
笑脸”全国征集活动引人注目，宝鸡市
长惠进才亲临现场为丝路名城主题日
活动加分。当天下午，西安、天水、兰
州、张掖、酒泉等确定的海陆丝绸之路
高铁城市联合采风行动，拉开了今年

“宝鸡－兰州”高铁全线贯通城市间旅
游合作序幕。3 月 26 日，“陕西乡村旅
游宣传日”引来陕西各县区及古镇、乡
村关注潮，“十百千”乡村旅游品牌推
介会引起各界关注。

跨界营销还体现在新业态合作领
域的不断拓展。3月25日，中信鸿联九
五集团举办专场推介会，介绍互联网
界思维下的旅游业务整合营销。众多
文创企业倾情参与，文旅融合突显了
新时期供给侧改革的诸多亮点。

“站在丝路起点，陕西应有更多担
当，这是做好丝路旅游服务的一种责
任。”高中印说，每年一届的西北旅游
营销大会，为陕西旅游牵手全国、西北
旅游联合全国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
陕西将更加努力，把这个平台建好，将
其培养成营销现代旅游产业的最佳平
台，助推丝路旅游的繁荣昌盛。

“牵手行动”助推丝路旅游
—2017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在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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