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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间”，
是著名诗人白居易对商洛的留恋和赞颂。

“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
云，白得像棉花垛，白云下有人唱着山歌……”清
新悦耳的歌声在秦巴山脉间飘荡，勾勒出一个水
墨画般的山水之景。神奇的大自然，孕育了商洛
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这里处处奇山秀峰，沟壑
险滩，林荫苍翠，鸟鸣禽戏，自然景观别具一格，
享有“秦岭最美是商洛”之赞誉。

穿越秦岭，一片蓝天，一道风景，一种心情。
商洛，地连秦楚，人接南北，承秦文化之刚阳，蓄
楚文化之柔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旅游
产业是商洛最具发展优势的产业，也是变绿水青
山为金山银山的最佳选择。

“商洛蓝”曾一度刷爆“朋友圈”，山青、水绿、
生态美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坚守的底线。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地，商洛始终践行这一绿色
发展使命。目前，商洛市森林覆盖率达到67%，有

“秦岭药库”之美誉；洛南、商南两县成为全国绿
化模范县，有力保障了“一江清水供京津”。

在“追赶超越”的背景下，这个曾经闭塞的“秦
岭山里的城市”，正崛起为一个山水相依的幸福之
城。商洛将按照“精品景区+秦岭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的发展模式，围绕创建“国家旅游休闲度假
集中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市”的总目标，发力品质旅
游、全域旅游、活力旅游、智慧旅游、品牌旅游。

同时，商洛在旅游度假区创建上超越突破，
以漫川、牛背梁、金丝峡、木王山等景区为核心，
吸纳融合周边景区、特色小镇及相关产业要素，
强力推进旅游度假区建设，力争实现“城镇景区
化”、“田园景观化”。

通过这种方式，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
山，既守住了乡愁，又能赢得发展的未来。随着西
武、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商洛将融入西安“半小时
经济圈”，成为连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
重要节点。

李白诗云：“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商
洛，正在用自身的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谋划建
设发展大局，让古人诗中的美景更加美丽。

（作者为中共商洛市委书记）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一带一
路”重要支点城市，西安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环境优美的历史名城，也是一
座欣欣向荣、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现代
新城。

经过前期紧张筹备，首届世界西商大
会将于 8 月 19 日至 20 日在西安隆重举办。
大会拟邀请国内外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学
在西安、创业投资在西安或与西安结缘的
各领域嘉宾，西安高校校友会知名企业家
代表，浙商总会、浙江省工商联企业家代
表，“新西安人”民营企业家代表，各界侨
联、国外侨商代表，世界 500 强企业、央企、
民企和中介机构代表，国内外新闻媒体记
者，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共 1000 余人参加，
会期2天。

大会主题新

首届世界西商大会以“‘一带一路’：新
西安 新经济 新活力”为主题，由中共西安
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各有关
部门和开发区承办。本次大会是一个海内
外西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
平台，更是一次理念、技术、资本、金融、人
才的大汇聚。

首届世界西商大会是西安市委、市政
府紧扣“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
求，落实陕西省委“五新战略”，查找工业
经济、民营经济短板，全面实施“聚焦三六
九、振兴大西安”战略，促进“十三五”时期
经济转型升级，再创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
措，旨在进一步凝聚全球西商力量，展示
全球西商风采，弘扬西商精神，打响西商
品牌，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社会
环境，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吸引海内
外西商共享西安发展成果，共商西安发展
大计，共推大西安发展。

参会热情高

本次大会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西商的高

度关注，境外和省外西商和企业代表参会
热情非常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参加
盛会的愿望。

为满足众多西商和企业代表的要求，
大会执委会适当扩大了邀请规模，截至 8
月 13 日，发出正式邀请函 714 份，网上注
册和已确认参会嘉宾 629 人，分别来自金
融投资、军民融合、航空航天、装备制造、
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 10 多个领域，嘉宾
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 18 个国家
和国内 24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参会的
西商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
度，在各自的行业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这些强大的企业家阵容，凸显了西安在科
技、文化等方面潜在的力量。

活动内容实

本次西商大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除
了西商大会开幕式暨主题论坛等主题会议
外，同期还将召开科技人才峰会及“梦回长
安校友行”活动，“新西安·新西商”光华论
坛活动，“浙商与西安对话”圆桌会议活动，
集中签约活动，“最具影响力西商”、“杰出
西商”颁奖活动，颁发经济顾问、文化顾问、
科技顾问聘书活动，走进区县和开发区招
商考察等9项重要活动。

签约项目多

大会期间，将举办 10 个以上大项目或
大机构的集中签约。目前已确定了阿里集

团、联想集团、奇虎 360 等一批重点招商签
约活动，浙商总会战略合作协议、浙江省工
商联和陕西西安“两省一市”协议。同时，大
会对参会客商信息进行梳理，设定 22 条赴
区县和开发区招商考察线路，会议期间一
对一精细对接、精准招商，争取达成意向或
完成签约，赋予西商大会“招商大会”内涵。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咸新
区秦汉新城功能区坐落于陕西自贸试验
区中心片区腹地，与大西安新中心隔河相
望，占地 10.85 平方公里，包含先进制造、
综合商贸服务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等
重点区域，将围绕文化旅游、健康医疗和
综合商贸等领域实现产业集聚创新发展。

用好历史文化资源

利用秦汉新城丰富的周秦汉历史文
化资源，依托秦汉新丝路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等龙头项目，自贸区秦汉新城
功能区计划从数字文化、影视后期制作以
及动漫设计等产业入手，打造秦汉历史文
化产业聚集地，在数字化创新发展领域建
设国内一流、亚洲领先的数字文化产业基
地和数字化博物馆，支持开展国际文化产
品展示交易、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传
媒、文化休闲、文化演艺等新兴产业，推动

“互联网+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自贸区秦汉新城功能区通过建设“一

带一路”人文交流基地，逐步形成以中国
西部地区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的国际
文化商品及服务的交易枢纽市场。近期洽
谈建设的丝路国际旅游港，将在自贸区秦
汉新城功能区内建设国际旅游集散中心，
3年内投入2000辆新能源动力车辆，运用
共享经济的创新模式，以车辆的使用权置
换酒店和旅游景点的空余房间和门票，最
终形成集购票、旅游线路设计、包车等内
容为一体的线上旅游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同时，自贸区秦汉新城功能区还依托
中医药文化元素突出的冯武臣国医馆等
40余家医疗机构、中医养生双创小镇、秦
咸阳城考古遗址公园、咸阳博物院、秦文
明广场、地热资源等，打造特色鲜明、优势
明显的中医药健康企业（基地）、中医药健
康旅游综合体。依托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作建设的中国食品谷，加快中医药餐饮
开发，打造一批中医药药膳餐饮连锁企
业。依托陕西地热城，促进住宿与中医药
健康服务项目的结合，打造一批中医药健
康旅游度假酒店。此外，还依托陕西汇源
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培育垂直多元化的健
康医疗产业链，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产业体系，打造西部健康医疗产业先行
示范区，逐步实现建设国际医疗旅游服务
港、丝路健康文化输出地、中国健康科技
引领区和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在高端商贸服务业领域，秦汉新城功
能区以王府井奥特莱斯项目为龙头，加大
全球招商引资力度。引入国外反季节商品
商场经营企业，争取设立大型国际免税购
物中心。积极改造区内原有工业产业，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逐步使区内知名企业具
备外向型经济能力和实力，同时根据“一
带一路”参与国家的需求，适当调整产业
方向和产品类型，培育、招引一批工业设
计类服务企业，努力培育外向型经济增长
点，完善全产业链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服务化转变，积极促进区内工业
向外向型、科技型、综合型方向发展。

构建新型数字博物馆

在数字博物馆领域起步较早的新丝
路数字文化公司，从企业成立之初就在数
字文化产业方向制定了长远的发展目标。
通过近两年的产业实践，新丝路公司总结
提炼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数字博物馆
开发商业模式——遗址+IP+艺术表现+
科技+商业，即以遗址为基础，量身定做符
合遗址内容的系列IP内容，通过艺术化的
表现形式，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内容展示出
来，构建现代新型数字博物馆，并打破传
统博物馆的“门票+衍生物销售”的运营方
式，通过分析当地文化特色，打造符合当

地情况的商业运营模式，让文物活起来、
让博物馆走出去。同时，数字化扫描的众
多文物，在经过新丝路公司与惠普联合打
造的秦渲云平台渲染后，视觉效果将更加
逼真形象。

2017年，新丝路数字文化公司与汉阳
陵博物馆战略合作，作为其数字博物馆整
体解决方案制造方，负责汉阳陵博物馆数
字化改造及衍生品的研发。近期，公司正
在开展的延乡汉成帝数字博物馆项目，就
是“遗址+IP+艺术表现+科技+商业”这一
商业模式的具体实践。

延乡汉成帝帝陵遗址保护配套设施
——数字化博物馆项目，根据西咸新区的
发展建设总体要求，利用秦汉新城完整的
西汉帝陵遗址保护区的整体氛围，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提炼和加工，生
动反映西汉帝王及其亲属、官员以及普通
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利用最新的数
字化技术，让观众和历史人物交流，在互
动和沉浸的过程中感悟学习中国的传统
文化。

今天的秦汉新城，曾是咸阳古原所在
地，西起武功漆水河畔，东至泾渭交汇处，
密集分布着西汉皇家墓葬区，还是秦朝咸
阳宫的所在地。大量的遗迹留下了令人神
往的传说，吸引了无数游人来此观瞻，溯

源中华历史脉络。新丝路公司将充分利用
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科技化的手
段，让历史可以触摸，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搭建丝路服务平台

此外，功能区还与陕西省政府外事办
公室、西安外国语大学和中译语通（陕西）
公司共同建设了陕西省“一带一路”语言
服务及大数据平台项目，以“一带一路”语
言翻译服务平台为导向，搭建陕西省与丝
路参与国家教育机构的互联互通平台。该
项目作为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 2017年
行动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将提升陕西对外
交往和国际化水平。在建设丝路参与国家
语言培训基地等项目的同时，功能区还将
继续深入开展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
人文交流与合作，在国际旅游推广与运
营、文化艺术品展示与交易、语言翻译数
字化与智能化平台、动漫设计与影视制作
等领域落实合作内容，共谋发展路径。

改革创新永远在路上，秦汉新城将致
力于建设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丝绸
之路经济带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全力打
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旅游示范
区、国际医疗服务试验区和现代高端养老
服务聚集区。

本报电（杨新周、王海平）日前，首届“中国·定边红
花荞麦节暨百万亩花海旅游美食月”开幕式在陕西省定
边县举行。活动旨在加快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宣介定边
红花荞麦和马铃薯两大优势产业，擦亮定边农业品牌，
提高定边农产品及美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金秋8月，俯瞰定边县白于山，大面积浅山区的红花
荞麦像一片花海，成片的马铃薯花如同巨大的翡翠色地
毯上点缀的无数白色珍珠。定边县地处陕甘宁蒙交界
处，土地广袤，土层深厚，昼夜温差大，是荞麦的适生区，
也是全国四大荞麦产区之一陕甘宁红花甜荞麦产区的
核心地带。定边县常年种植荞麦 50余万亩，总产量4万
吨以上，是全国红花荞麦生产第一大县。

本报电（李文）由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发起、多
家旅日侨团参与的“旅日华侨华人推助‘一带一路’座谈
会”日前在东京举办。与会各大侨团负责人畅谈“一带一
路”的重大意义，达成共识并发出助推“一带一路”的“八
大倡议”。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姜维表示，“一
带一路”带给旅日华侨华人骄傲与自豪，同时也有一种
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将齐心协力，以实际行动助推“一
带一路”建设。

日本七大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中协会理事长
白西绅一郎指出，“丝绸之路”是一个可以唤起日本社会
和国民共鸣的话题，希望在日本的华侨华人更多地向日
本社会介绍“一带一路”，让日本政府、民间、企业对此有
更多的了解。当今世界，各种价值观的共存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正是推动这种共存的桥梁。
日本河北商会、日本徽商协会、日本黑龙江商会等

侨团派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本报电（陈波、王思迪）2017“全国蜂产品与人类健
康”研讨会近日在西安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养蜂学会
蜂产品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大学蜂产品应用技术研究
中心、陕西省蜂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旨在通过
学术成果研讨会的形式，促进蜂产品技术转化，助力产
业扶贫的提效、蜂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及中国蜂产品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农科院蜜蜂所、陕西省林业厅、西北大学、浙江
大学及全国多家知名蜂产品企业参加会议，多名专家学
者阐述了最新的蜂产品科研技术成果报告。陕西省林业
厅厅长李三原表示，这些科研技术成果意义重大，部分
技术应用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后，预计能使养蜂脱贫的贫
困户收入翻番。

西北大学蜂产品应用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曹炜说，研
究中心先后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承担30多
项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纵向课题和企业横向课题，开
发出了20多种蜂产品，为中国蜜蜂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

位于秦汉新城的张裕瑞那城堡酒庄位于秦汉新城的张裕瑞那城堡酒庄

首届世界西商大会开幕在即

新西安 新经济 新活力
田立阳

好山好水好商洛
陈 俊

秦汉新城打造文化产业基地——

助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田立阳

陕西定边举办红花荞麦节陕西定边举办红花荞麦节

日本华社助推“一带一路”

蜂产品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西安至华沙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发车西安至华沙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发车。。 姜峰姜峰、、唐振江唐振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