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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三月，春寒料峭，在广元康养示
范产业园建设基地，施工人员紧张忙碌。
未来，这里将建成以康养为主题、以4A级
景区为标准的康养小镇。

55.78%的森林覆盖率，16.1℃的年均
气温，363天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以上
天数，一个5A级景区，19个4A级景区，“县
县通铁路、高速公路，1小时到县区，2小时
到毗邻城市”，“森林覆盖率居全省前列、空
气质量优良率居全国前列，河流出境断面
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拥有蜀道文化遗
存230处，数量居区域第一”，这就是享誉

“中国温泉之乡”盛名的四川广元。
广元，是大蜀道的中心，也是川陕甘

结合部的地理中心。得天独厚的环境让
广元定下了打造“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
城市”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
名市，打造进出川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
打造中国西部重要的商贸物流基地，打造
川陕甘结合部文旅中心、医疗中心、教育
中心等。

2018 年 ，广 元 实 现 旅 游 接 待 人 数
502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419 亿元以上，
同比分别增长 11%、25%。2019 年春节假
期，仅曾家山滑雪场就接待游客 17.03 万
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600万元，带动周边
147家农家乐和特色美食店，1.7万张床位
入住率达95%以上，促进当地农民人均增
收 2400 余元，文化旅游产业正成为第三
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为广元经济快速健

康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近年来，广

元市委市政府立足优厚的资源禀赋，坚持
“生态立市”“文旅兴市”总体思路，致力于
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建设，以全域旅游
为统领，以生态康养为特色，全力推动集观
养、居养、文养、食养、医养于一体的生态康
养融合发展，打造“绿色广元、康养之都”。

优化全域系统规划

加快“一核、一极、两带、四区、五廊”
空间布局。“一核”：以中心城区为依托，建
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核心区。“一
极”：以剑门关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龙
头，整合昭化古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
设剑昭精品旅游区，打造生态康养旅游名
市增长极。“两带”：建设大蜀道生态康养
旅游经济带和嘉陵江生态康养旅游经济
带。“四区”：唐家河、米仓山高端生态康养
旅游示范区，曾家山国家农业公园农旅融
合示范区，苍溪红色经典与全域乡村旅游
示范区。“五廊”：积极构筑区际旅游大脉
络，打造蜀道三国文化体验廊道、民族风
情文化体验廊道、先秦栈道文化体验廊
道、红色文化体验廊道、嘉陵江山水休闲
体验廊道。

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着眼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产
业优势，发展以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

药康养、文化康养、健身休闲为主的康养
旅游业。同时以增强绿色有机农产品为
重点，发展绿色农业。

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加
强要素匹配，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
了交通集散服务体系，建设旅游接待设
施，开发特色商品和美食，提升智能服务
水平，满足不同人群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加强环境资源保护

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建

设中国最干净城市。持续开展扬尘整治、

油烟整治、秸秆禁烧、工业治污、机动车污

染防治五大行动，近三年市主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均达到 95%以上。全面

落实河（湖）长制，加强“两湖”流域综合治

理。坚持环境保护与产业协同发展，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依法关闭、搬迁禁养

区内的养殖场、养殖户，推进废弃农膜收

集处理，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8%。

昔之广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

之广元，交通路网，纵横交汇。

广元地处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

省会城市的几何中心，京昆、兰海、广巴达

3条高速公路和宝成、兰渝、西成、广巴达

4 条铁路在广元境内交汇，渝新欧铁路、

蓉欧班列均经过广元。

广元机场已开通北京、杭州、广州、深

圳、上海、贵阳、石家庄共7条航线，“千里

嘉陵第一港”广元港已经开港，完全通航

后 1000 吨轮船可直抵重庆、上海等地。

广元正加快形成连接西南西北、通江达海

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从“蜀道难”到“蜀道畅”，如今,“养在

深闺少人识”的广元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

步伐正不断加快。

未来两年，广元将充分利用文化旅游

资源优势，构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培育独具广元特

色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塑造在国内外具
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加快建成
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大蜀道国际旅游
目的地核心区、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

近日，一场名为“好山好水好人好茶，水韵丝路墨舞
茶香”的中新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加坡中心城区亚洲地标
建筑华彬汉美登举行。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旅
游产业发展联盟、华彬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华彬芙丝
VOSS提供支持。来自中新两国文化、金融、贸易等领域
的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共贺佳节。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活动当天，旨在搭建中国—新加坡民间文化交流平
台的“丝路文化交流中心”正式落成。中国驻新加坡文化
参赞阙小华和“一带一路”总商会（香港）联席主席、华彬
集团董事长严彬共同为“丝路文化交流中心”揭牌。

阙小华表示，本次活动通过展示中华传统文化、茶
道、中医等内容，促进中国和新加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环境起了积极
作用。

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提出，我们带着中国的好水、好
茶、好字来到新加坡，希望把“美丽中国”“绿色中国”介绍
给更多的人。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框架内极具吸引力的
投资国，华彬“丝路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将增进中新两
国“民相亲、心相通”，作为华人华商，愿持续促进人文交
流，推动经济共同发展，为海上丝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近年来，中新两国以“一带一路”为主线，在多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数据显示，中国连续6年是
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 6 年是中国最大新增

外资来源国。“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
模式，为中国企业投资沿线国家增添动力。投资带动贸
易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圈发展已成为新方向。

活动期间，活动承办方华彬集团旗下芙丝 VOSS 天
然矿泉水项目与东南亚快消品贸易领导者奥德宝集团

（Octopus Group）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大投入
共同开拓东南亚市场。

2015年，华彬集团收购了原产自挪威、享誉国际的饮
用水品牌芙丝 VOSS，并于 2016 年选址湖北省竹溪县建
厂。通过“生态+产业+教育”组合拳，精准助力扶贫减贫
事业。

中华文化助力“一带一路”

“水韵丝路，墨舞茶香”活动涵盖“丝路之旅——‘一
带一路’摄影展”、茶文化艺术展以及名家书法艺术展三
场展览等。知名艺术家姜昆、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王改民等多位书法家挥毫落纸，舞墨斗文。茶文化艺术

活动用芙丝 VOSS水，斗 18道茶艺表演及“曲水流觞”互
动展现出中国茶的岩韵、山韵、水韵、气韵。现场嘉宾在

“观”“写”“斗”中共飨一场高品质的中华文化盛宴。此
外，活动还邀请新加坡和中国的中医文化知名人士进行
了中医健康讲座，普及健康养生文化。

走进摄影展展区可以看到，现场不仅有著名摄影师
麦克·山下的“一带一路”摄影作品，还有见证古代海上丝
路贸易的“哥德堡号”沉船微制珍品。此次摄影展是自开
办以来的第18站，在过去的两年里，华彬文化基金会曾在
新加坡两度举办“一带一路”摄影展文化活动，并亮相于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办的“2016年新加坡暨区域商务
论坛”，受到一致好评。

“好山好水好茶融合一花一叶贵在自然，真情真意真
诚洒满一带一路重在自由”。“水韵丝路，墨舞茶香”活动
的举办有力促进了中新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与民意相通，
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在“狮城”
生根发芽，共绘“一带一路”精谨细腻“工笔画”。

营商环境是一
座城市走向世界的
名片,是城市参与
全球合作的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成
都青白江区在营商
环境打造上全面发
力，获评 2018 年中
国营商环境质量十
佳区（市）县，并首
次进入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区。

作为国家“一
五”时期西南重要的
工业区，中欧班列

（成都）的开行，让青
白江从“战略后方”
走向“开放前沿”，从

“内陆腹地”迈向“开
放高地”，成为成都
乃至四川对泛欧泛
亚开放的新门户。
为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增强发展接续动
能，青白江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借助中
欧班列和自贸区等
国家战略，加快建设

“蓉欧枢纽”和成都
国际铁路港。中欧
班列（成都）连续三
年稳居全国第一，成
都国际班列构建12
条国际通道，连接境
外24个城市和国内
14 个城市，成为西
部国际陆海联运战
略大通道和全省“四
向拓展、全域开放”
的战略支点。

得天独厚的港
口 优 势 和 发 展 机
遇，让投资青白江
成为众多优质企业
的重要战略目标。
为让企业有更多获
得感，近日，青白江
对标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评估标准和国
内 外 先 进 城 市 标
准，出台了《关于高
能级创建国际化营
商环境标杆城区的
实施意见》和相关
配套文件，形成了

“1+10+N”政策服
务体系。围绕提升
以企业为中心的全
生命周期服务水平
而制定，重点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跨境贸易”

“获得信贷”等方面力求突破，从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三
方面发力，充分彰显了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极大诚意
和坚定决心。

为构建高能级城市发展环境，青白江依托成都国际铁
路港，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规划建设

“一港三城六个小镇”，高标准推进“金青新大港区建设”，
加快推进铁路港国家级经开区和综合保税区申报工作，建
设“一带一路”产业园，打造成都北部发展核心增长极，为
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通过建设一流的教育、卫生事
业、交通、生态、营商环境和社会治安，让在这里投资兴业
的人更有信心和获得感。

国际化是青白江发展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为此，青白
江着力构建国际一流的城市政务环境、产业环境和法治环
境。推行全域通办、“全科审批”和“全程帮办”，为企业提
供全流程专业化的帮办服务。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
案与工商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免费为新登记企业
刻制印章。推广使用中介服务网上超市，实行多规合一、
区域评估、多评合一，全流程并联审批总时间压缩至60个
工作日内。继续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力争2019
年底前主要申报业务应用率达到 100%，到 2020年底前实
现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全部通过“单一窗口”办理。创新
口岸服务体制机制，实现口岸基础作业“零收费”。截至
2018年底，共减免企业场站操作费用达1.58亿元。遵循国
际惯例，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实行“府院联动、
多元化解”。探索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事中事后监管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机制。依托“蓉欧+”法律服务联盟，引入优质
涉外法律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标杆城区”是成都市委对青白江的期望。新目标激
发新动力。青白江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结合自身特色组
建了“国际贸易和现代物流发展局”，在全市率先成立“行
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并确定了“到2019年底，营商
环境短板弱项明显改善，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提高至
100％，办理时限压缩50％以上，部分领域营商环境指标达
到国际公认标准先进水平，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排名中位
居前列”的奋斗目标。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
展的土壤，亦是一座城市重要的发展基础。“我们将以最大
的诚意、最优的服务，让企业身处营商新环境、永远赢在青
白江。”青白江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刘勇向企
业发出了诚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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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铁路港综合服务中心成都国际铁路港综合服务中心 （资料图片）

（陈君）

赵祉铣 刘怀英

绿色广元道路畅 康养名都乐陶然绿色广元道路畅 康养名都乐陶然

昭化古城昭化古城 （资料图片）

美丽万源新区 （资料图片）

“水韵丝路，墨舞茶香”在新加坡举办

“丝路文化交流中心”落成揭牌

华彬快消品集团与奥德宝集团（Octopus Group）签约现场

（资料图片）

孙凌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