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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上午，首届世界西商大会开幕
式 暨 主 题 论 坛 在 陕 西 宾 馆 举 行 ， 大 会 以
“‘一带一路’：新西安 新经济 新活力”为
主题，广邀海内外西商和关心关注西安发展
的企业家，共襄新西安建设、共谋新经济发
展、共商新活力培育，汇聚大西安追赶超越
的澎湃动力。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科技人才
峰会、“新西安·新西商”光华论坛、浙商与
西安对话圆桌会议等系列活动。同时，西安
与多家知名企业举行系列商贸洽谈并举行集
中签约，项目涉及金融投资、装备制造、电
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让更多人走进西安

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
说，历史上的西安，孕育传承了影响世界的
商业文明，留下了“忠义仁和、开拓进取、
敦厚诚信”的传统商业精神，是中国商业文
明的“元典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新西
商传承弘扬“尚德尚勤、开明开放、创新创
优”的新时代西商精神，为西安经济社会发
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王永康对广大西商提出 3 点希望：一是
心系西安发展。希望大家时刻心系西安，用
智慧力量给西安发展牵线搭桥、为西安发展
出谋划策。二是参与西安建设。希望大家发
挥资源优势和聪明才智，积极参与大西安大
发展，与西安共同成长。三是讲好西安故
事。希望大家做好西安形象代言人，让更多
人了解西安、关注西安、走进西安。

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说，首届世界西商
大会的开幕，标志着全球西商的重新聚首、
西商精神的再次起航。我们将提供优质的服
务保障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与全球西商一

道，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奋力谱写
大西安大发展的新篇章。

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
志，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阿里巴巴集团总
裁金建杭作主旨演讲。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马云，著名作家贾平凹，凤凰卫视主持
人许戈辉，国内外陕西及西安籍各界代表，
西商、浙商代表等1300多人应邀参加。西安
市总商会及74家在西安创业发展的商会，共
同发出倡议。

打响西商品牌

在大会签约仪式上，西安市政府与阿里
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浙江蚂蚁金
服签订移动智慧城市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推
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升级；与西安交
大、阿里巴巴和杭州数梦工场签订共建“智
慧学镇”合作备忘录，共建大数据学院，面
向“一带一路”培养高端人才。

近年来，西安城市面貌和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吉利、海航、京东等一批大项目相继
落户，更有大批人才来到西安。在此时举办
西商大会，将进一步凝聚全球西商力量，展
示全球西商风采，打响西商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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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西安发
展。

浙商代表建言献策

在首届世界西商大会开幕式之前，“浙商
与西安对话”圆桌会议举行，浙商总会会
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作主旨发

言，为大西安的发展建言献策。
马云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积极有为的政

府班子，正在全面推进改革，从细节、执行
力来看，西安正在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双方
19 日下午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西安市“事
不过夜马上办”，投资合作委等相关部门当
天晚上就开始讨论、落实各项工作。我看到
政府部门正在全力以赴地打造营商环境，作
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商人，我感到无比欣
慰。

浙商总会副会长、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董事长郭广昌表示，我今年是第 3 次来西
安，每次体会都很深，也听到了很多新名
词，如“烟头革命”“厕所革命”“行政效能
革命”，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美丽干净的西安。
复星集团愿意利用自己在全球旅游方面的布

局，助推西安旅游国际化。同时，西安是人
才和教育重地，复星在大健康领域、人工智
能等方面拥有领先科技，未来将在这些领域
加大对西安的投资。

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建沂表示，西安是科教名城、军工重
镇，利用这一优势，浙商与西安在资源优势
互补、协同创新、建立创业孵化器机构、促
进科技与企业互相融合等方面，具有广阔的
合作空间。围绕大西安建设，浙商将坚持共
同发展、优势互补、加强交流、实现共赢的
原则，积极参与军民融合、院企合作等，助
推大西安建设。

西商代表、深圳光启董事长刘若鹏表
示，在这个深度科技创新的时代，西安作为
科技重镇，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所、企业、大

学以及海量的科技人才，具备非常多的优
势。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正在与
西安商讨建设科技丝绸之路，塑造开放式的
新兴产业创新平台。此次参加首届世界西商
大会，我非常激动，也找到了归属感。我们
将与浙商加强合作，投资家乡、回报家乡，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参与大西安建设。

近年来，铜川坚持“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
铜川”的战略部署，深挖“五色文化”资源，以

“全域旅游”和“旅游+”为抓手，构建以新区为中
心，210、305 交通要道为轴线，照金香山、药王
山、玉华宫、陈炉古镇四大精品景区为支点，乡村
旅游、工业旅游等众多特色景点为支撑的“一心两
轴四区多点”发展布局。2017年上半年，铜川市接
待国内外游客 89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1.8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1%和31.6%。

铜川处处有文化，遍地是故事，尤其是照金红
色革命文化、耀瓷青色文化、香山玉华金色佛教文
化、孙思邈中医药绿色文化、工业遗址黑色文化，
底蕴深厚，影响深远，众多的文物遗存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形成了特有的“五色文化”资源。

上世纪30年代，革命前辈们在铜川创建了山区
革命根据地。自此，红色革命在这片土地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经过80多载传承与发展，由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照金纪念馆、红军大本营薛家寨以及陈家坡

会议旧址等红色景点组成的照金景区已具规模。陕
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0 个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如今，为提升“红色旅游”品质，照金景区以
建设“国内一流红色旅游景区”、创建5A级景区为
目标，坚持“红色即民生”“无伤痕开发”“镇区景
区融合发展”开发理念，狠抓项目建设，强化旅游
秩序监管，扎实推进红色城乡统筹，力促景区商业
繁荣、当地群众收入增长，以其多彩旅游优势助力
铜川城市转型，经济腾飞。

“十三五”是铜川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助推

“四个铜川”建设的必然选择。铜川市将紧紧围绕
“发展全域旅游 建设全景铜川”的发展目标，重点推
动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
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等方面工作，打造“全
域、全景、全业、全民”的铜川旅游升级版。

作为陕西省国资委助力脱贫攻坚
安康合力团团长单位，陕西建工集团积
极助力安康脱贫攻坚。今年以来，陕建
在精准帮扶子长县瓦窑堡街道办张家
庄村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建立了定
期联络沟通机制，以产业扶贫为支撑，
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建设落地，统筹做好
产业扶贫、技能扶贫和就业扶贫等工
作，切实助力安康脱贫攻坚。

陕建结合安康地区实际，发挥安康
的劳务输出优势，引领安康籍贫困劳动

力走出来。目前，陕建已使用安康籍劳
务公司、作业队 96 个，吸收劳务人员
5600人（其中大部分为贫困劳动力），大
力实施“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工程。

陕建已与安康市政府签订了投资
意向书，将在安康市汉滨区投资 5 亿元
建新型材料工业园，项目建成后，预计
将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吸纳就业 300
人，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陕建先后
与安康市政府签订了多项 PPP 项目协
议，包括安康机场迁建项目（总投资

23.45亿元，正在建设）、安康环城干道项
目（总投资 27.5 亿元）和飞地产业园区
路网工程项目（总投资 23.4亿元），这些
项目的先后实施将带动安康市相关产
业发展，促进当地劳动力就业。

陕建已与安康市政府签订了《精准
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安康地
区招收 500 名左右贫困家庭子女，进入
陕建技师学院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教育。
这些贫困家庭子女除免交学费外，陕建
还将给每人每年补助 1500 元生活费并
减免 50%住宿费，且全部解决毕业生就
业问题，力求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家”的教育脱贫目标。

（杨旭景、刘毅）

近日，“陕西省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区 （网上自
由贸易区） ”授牌暨沣东自贸产业园开园仪式在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隆重举行。这是陕西自贸区首个建
成的以自贸为主题的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旨在
通过“自贸+服贸”创新模式，打造“一带一路”
沿线双试联动新高地。

园区负责人表示，沣东自贸产业园将成为推动
数字经济建设，全力打造沣东新城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引擎和新支点。产业园作为中国 （陕西） 自贸试
验区沣东新城功能片区的重要承载区，将以开园为
契机，在创新上下功夫，在服务上做功课，在特色

上动脑筋，真正做到下好自贸先手棋、打好创新主
动仗，将沣东自贸产业园打造成大西安新中心一颗
熠熠生辉的“创新明珠”。

沣东自贸产业园位于沣东新城三桥核心区域，
征和四路以北、太平路以东、太安路以西、征和六
路以南，占地面积约215亩，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
方米，一期占地约 56 亩，建筑面积 7.6 万平方米。
2016年 7月，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园区立足自贸试
验区与国家服贸创新试点的叠加优势，秉承“全球
先进服务引进来”“整合全省优质服务走出去”原
则，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产业聚集效应和影响力。

近日，陕西洛南在西安举行“2017
中国秦岭生态旅游节——中国·商洛

（洛南）首届国际涂鸦大赛暨洛南生态
旅游美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

本次活动以“玫瑰之约·浪漫旅
‘涂’”为主题，以“赏艺术创意涂鸦，观
秦岭原乡风光，品地道洛州美食，享河
洛文化魅力”为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发

布会、诗歌朗诵会、篝火嘉年华、文艺家
采风体验、涂鸦大赛颁奖晚会5项活动，
将于 8月下旬到 10月底分别举行。活动
期间，将同步举办美食文化节、花田音
乐汇、旅游商品展，洛南奇石、书法、美
术、摄影展，重点招商项目推介等相关
活动。

本次大赛将在指定区域涂鸦创作，

涂鸦作品将邀请知名艺术类高校教授、
艺术家、文化创意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
进行评选。

“玫瑰小镇”位于洛南盆地核心区
域，是洛南县抢抓国家发展全域旅游、
培育特色小镇战略机遇，依托洛南古城
片区得天独厚的空间、土地、生态、区位
等优势，以创建全国休闲农业观光区、
5A级乡村生态旅游区、秦岭山区旅游脱
贫示范区为目标，全力打造的产业融合
发展项目。

（苏琳杰、何平平）

近日，“世界足球先生镇安公益行”
活动在“来安去安·小城镇安”举办。世
界足球先生罗纳尔迪尼奥领衔的南美
足球明星首先来到镇安县中心敬老院，
与爱心企业镇安盛华茶叶、雪樱花魔
芋、百盛茧丝绸、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

一道，向敬老院的老人们捐赠了爱心物
资及爱心基金，并在产品上签名留念。

随后，罗纳尔迪尼奥带领南美足球
明星前往“密境金台”——金台山文化
旅游区，感受传承千年的唐密文化。足
球明星被宏伟庄严的古建、博大精深的

唐密文化深深震撼，竖起大拇指为金台
山点赞。

最后，在球迷们热烈的欢呼声中，
足球明星来到镇安县第二中学，与镇安
第二中学联队、西安高新一中联队的球
员们进行友谊互动，为球员们加油助
威，传播足球文化，弘扬足球精神。活动
尾声，足球明星与球迷们进行亲密互动
并签名留念。

（苏琳杰、王照斌、陈风军）

西商大会彰西商大会彰显显““西引力西引力””
李明光 田立阳

“红色名片”
带动铜川全域旅游

田立阳

近日，素有“中国花椒之乡”美
誉的司马迁故里——陕西省韩城市种
植的 55 万亩“大红袍”花椒喜获大丰
收。

据悉，有着上千年栽植大红袍花
椒历史的韩城市目前已建成了 4000 万
株大红袍花椒生产基地。2016 年，全
市花椒总产量达 2400 万公斤，约占全
国花椒产量的1/6，花椒总产值达23亿
元。

图为韩城市芝阳镇芝云花椒专业
合作社社员准备将装满三轮车的大红
袍花椒运回。

高新生摄 （人民图片）

沣东自贸产业园开园
田立阳

洛南将举办国际涂鸦大赛洛南将举办国际涂鸦大赛

南美足球明星走进镇安南美足球明星走进镇安

陕企助力精准扶贫陕企助力精准扶贫

花椒之乡大丰收

对话会现场对话会现场 田立阳田立阳摄摄

照金红色旅游名镇照金红色旅游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