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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华

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快车
—广西贺州加快与东部地区战略对接融合发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千年古镇黄姚千年古镇黄姚

世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珠江与香
江之畔。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继东京湾、纽约湾之后，又一个充满活
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将在中国南海之滨
加速崛起……

广东大潮又起，广西春风荡漾。地
处潇贺古道的贺州，全面践行广西壮族
自治区提出的加快构建“南向、北联、东
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按照“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全
力东融、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加快培
育推动大创新、实施大开放、培育大物
流、发展大旅游、构建大健康“五大新引
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加快与东
部地区战略对接，拉开了新时代广西向
东开放发展的序幕，吹响了“建设壮美
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号角，谱写了广
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生态贺州，潇贺古道，风帆正高扬。

全力东融
建设壮美广西

历史总是对开拓者情有独钟。

千年古城贺州毗邻粤港澳，是广西

与粤港澳地区经济融合、产业对接、文

化交流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大湾区联系

内地、辐射内地的最佳桥梁与纽带，堪

称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在“全力东融”

上具有先天优势。

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

在贺州调研期间，向贺州发出了“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全力东融、加快发展”的动

员令，贺州东融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抓住机遇，加

快发展，再造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

的新广西，新贺州。

所有这一切，都让贺州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者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地处桂、粤、湘三省（区）结合部，素

有广西东大门之称的贺州，全面融入参

与大湾区建设跨区域发展的合作之路

该怎么走？“山清水秀生态美，城古茶香人长寿”的贺州该
实现怎样的发展？

面对这一时代之问，执政者必须给出答案。
历史的指针回拨到 2100年前，彼时，穿越桂、粤、湘的

潇贺古道，驼铃叮当，商队往来如织，从这里南下广州黄埔
古港，踏上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如今，这块11855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强不息的贺州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梦
想，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不断奋争。这里是一个森林覆盖
率 72.9%，被称为“华南地区最大天然氧吧”的地方。全市
百岁老人多达474位，被评为“世界长寿市”。这里拥有瑶
族蝴蝶歌、长鼓舞、国宝“麒麟尊”、临贺故城、黄姚古镇；潇
湘文化、岭南文化、瑶族文化、客家文化在这里长期交融。
这是一个能让人睡好觉的城市，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吃得健康、呼吸畅快、睡得香甜。

然而，产业层次还不够高，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互
联互通设施尚待加强，周边城市竞争激烈，贺州建市晚，基
础差，底子薄，参与大湾区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历史不容等待。争分夺秒求发展，贺州时不我待。
努力推动广西在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提供

“贺州方案”，在建设壮美广西行动中贡献“贺州力量”，成
为了贺州广大干部群众的新追求。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贺州市委、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敲定了“12345”工作新思路：坚持“全力东融”这一工
作实践，以东融统领工作全局，着力构建“一接三廊多节
点”的空间开发新格局，全力打造广西向东开放合作的先
行区，产业融合联动发展的新高地，大湾区康养旅游的首
选地；突出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经济生态的培
育，着力打造碳酸钙、冶金、康养等“产业生态链”，着力打
造新经济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产业生态圈”；加快培植

“农业树”“工业树”“服务业树”这“三棵树”，形成具有贺州
特色优势的“产业林”；实施一把手抓“四个聚焦”工程，坚
持聚焦抓产业园，聚焦抓项目，聚焦项目抓企业，聚焦企业
抓服务；实施规划东融、交通东融、产业东融、人才东融、服
务东融……

2019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复并印发了
《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2019年6月6日，自治区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正
式宣布：贺州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

决策者赋予了贺州建设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的新定
位、新使命；贺州从此成为了广西东融创新发展的主战场、
主阵地。

使命在侧，责任在肩。贺州，如同飞奔的快车开始了
东融加速度的陆地飞行！

湾区逐梦
构建开放合作产业高地

峰丛古镇，梦境黄姚。
“东周庄、西凤凰、北平遥、南黄姚。”黄姚古镇始建于

宋朝，兴盛于明清，一千多年来，至今仍保持着原始风貌和
古镇韵味。古戏流芳，带龙映翠；古巷长街，姚江清澈；仙
人古井，烟雨古桥。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古镇”之一的黄

姚古镇，堪称潇贺古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2015 年 10 月，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正式成

立，成为面向大湾区，打造旅游文化养生“千亿元”产业的
重要支点和东融先行的典范。

古镇千年藏古韵，新区盛世展新颜。黄姚产业区从无
到有，先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80.72 亿元，全面提升
改造建设路网电网、供水供电、教育教学、医疗保障、文化
设施、古镇保护和星级宾馆等，创造了“黄姚速度”“黄姚奇
迹”。黄姚古镇完成了从养在深闺的“小家碧玉”到如今网
红打卡地的转身，成为全国新媒体群英会永久会址、2018

《魅力中国城》文化旅游魅力榜单年度魅力小镇，并以总分
第3名入榜“2019网友最喜爱的十大古村镇”。黄姚古镇全
方位彰显了她的人气、实力和魅力，成了文旅康养产业的
投资热土……

总投资48亿元、规划用地1200亩、建设面积约96万平
方米，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由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广东
毓秀集团联合打造的“梦里黄姚”于 2018年 5月 28日隆重
奠基。项目依托黄姚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独特的山水风光，
充分发掘黄姚古镇的文化精髓，以“逍遥旅居”为主题，建设
四区、七街、九巷、69处景点，打造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健
康养生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由岭南生态文旅
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50亿元打造的“龙门街”项目，以“民
宿聚落”“餐饮聚落”“非遗聚落”“娱乐聚落”为核心，以品
质开发点亮黄姚古镇旅游品牌。以“商业景点化、文化主
题化、主题情景化”理念塑造产品个性，让观光客静下来，
休闲客慢下来，度假客留下来。

姚江之滨，真武山下，一场震撼人心的文旅东融之战于
2018年5月26日拉开序幕，这又是一场体现“黄姚速度”的
赛跑，建设者誓言此项目力争2019年10月1日开园迎客。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乘东风扬帆起。
2017年初春，广西姑婆山森林生态养生旅游产业区管

委会宣告成立。当管委会领导站在姑婆山景区入口处巨
大的电子屏幕前，看到屏幕上即时显示的“每立方厘米负
氧离子16万个”的数据时，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随后
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素有华南最大氧吧之称的姑婆
山怎样实现绿色发展？

2018 年 4 月 14 日，一声哨响划破了山谷间的宁静。
2018年首届全国高校“校友杯”足球赛在姑婆山温泉足球
小镇举行。就在10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采矿塌陷区和尾
砂库。贺州市委、市政府结合发展千亿生态健康产业，推
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把昔日“地球的疮疤”开发建设成为
一流的足球小镇，演绎了一段“妙手回春”的故事。

姑婆山足球小镇总投资 30 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932亩，由广西华千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不占
用耕地和林地，对废弃尾砂库进行综合治理，谱写了一曲
有效循环利用宝贵土地资源，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建设效
益的绿色壮歌。

2018年6月4日，贺州市与顺峰集团旅游康养项目投资
协议签约仪式在贺州东融山庄举行。该项目见证了姑婆山
产业区管委会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敲门”的转变。顺峰项
目于2018年12月签订框架协议以来，由管委会主要领导带
队，到企业上门进行合作洽谈。为加快项目落地，市委、市

政府领导带队上门现场办公，使投资额
从60亿元追加到103亿元。

伴随着明清古建街区、温泉康养小
镇、世遗奇石展馆、金熊养殖等特色建
筑群的拔地而起，一个集旅游、康养、住
宿、美食、艺术、娱乐、购物于一体的新
业态将在姑婆山下诞生，使贺州成为休
闲度假、养生、养老的商务社区，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美丽后花园”，康养首选地
和旅游目的地。

贺州要发展，工业要先行。突破
传统思维，以大湾区产业溢出为导向，
依托各大产业园区，大胆探索“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专家智库”的开放合作
模式和“双飞地”的产业发展模式；以
大湾区市场需求为引领，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新业态转化培
育。并在深圳设立驻粤港澳大湾区经
贸联络处，设立深圳贺江新产业育成
中心，设立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基金（母

基金），组建东融产业投资集团，面向大湾区全力引进新产
业新项目。

2019年3月1日，粤桂县域经济产业合作示范区（信都
工业区）正式更名为“广西东融产业园”，成为贺州第一个
以“东融”命名的产业园区。新组建的东融产业园区正释
放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贺州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60多种，拥
有华南地区最大的白色大理石矿藏，花岗岩储量全区第
一，素有中国“重钙之都”和“岗石之都”美誉。旺高工业区
形成了“矿山开采—天然石材—重钙分体—生态岗石—涂
料废料—废浆废渣再利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短短数年，
碳酸钙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从 46.8亿元增长到 300亿元，
实现了“碳酸钙千亿产业示范基地”的新腾飞。

短短两年间，贺州生态产业园已然成为贺州工业转型
升级的高地。贺州健康云港产业园、广西倍易通电子产业
园，广西软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易龙大皇蜂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贺州现代服务业总部中心等一批市场前景广
阔、增收潜力较大的新经济、新业态项目和企业进驻园
区。这些智能化、高端化、科技化为特点的新经济业态项
目进一步优化了贺州的工业结构，为贺州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1971年出生的黄端权，先是在珠三角打拼，后又选择
到国外留学深造。2015年回贺州成立正丰股份（非上市公
司）农业龙头企业，致力于农业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
公司发布了《供港蔬菜》企业标准，投资3.8亿元建设“广西
大健康产业检验检测中心”，成为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的“菜篮子”。

借力东风好扬帆。产业东融，让贺州完美逆袭。2018
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跃升“第一方阵”，2019年一季
度，经济保持迅猛发展势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广西排
第3位、工业增加值增速排第3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排第
一位。

贺州，正在大湾区崛起的浪潮中扬帆远行。

改革创新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大风起兮云飞扬。
东融，首先是文化观念和人才的东融。

“生态贺州 长寿胜地”是贺州最显著的城市名片。
在东融战略推动下，举办5次“全媒体双城记”系列主题采
风活动、4届新媒体群英会和长寿文化节、参与《魅力中国
城》展演活动、开展东融“1+1”新闻报道等活动，1000多名
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各地作家、记者涌入贺州，全视角推
出了有温度、有情怀、有活力的宣传作品，并组织文旅团前
往大湾区各大城市进行项目推介，大大提升了城市品牌影
响力；同时制定出台了《贺州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试行)》和《贺州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扶持政策
及补助奖励办法》等激励机制，有力助推健康养生、文化产
业、旅游服务等提速发展，贺州成了网红城市、成为大湾区

的后花园和康养首选地。2018 年全市
旅游接待 3252.83 万人次，旅游消费
396.23亿元，同比增长 47.2%和 45.34%，
增速分别排名广西第一、第二。

在产业发展中，贺州市委组织部成
为改革创新人才东融的有力推动者。

结构之变、政策之变、职能之变、人
才之变……所有这一切，无疑急盼一场
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及高水平人
才梯队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变革。

突破口选在工业园区体制改革
上。大刀阔斧，活力四射，极大调动了
园区管理者的积极性。

新组建行政审批局、营商环境局、
大数据局等，优化审批流程，推行“审核
合一、一人办通”制度，完善“一站式”服
务平台，全市企业开办实现一个工作日
内办结。招商环境变“保姆式”为“热恋
式”。市委领导在全市“解放思想、全力
东融”动员大会上斩钉截铁的表态，表
明了贺州市要以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的
决心打赢优化营商环境这场硬仗。

2019年3月17日，总投资30亿元的
天沐温泉度假村项目举行盛大开工仪
式，10点58分仪式开始前，现场一字排
开几张长桌，桌前坐满来自建设局、规划
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局、林业局等
市政府局办负责人，在市领导见证下，

“容缺受理”现场办公开始，投资者项目
审批许可手续不到一小时全部办结。开
工仪式正式举行前的两分钟，天沐集团
董事长从市长林冠手中郑重接过印章油
印尚未风干的工商许可证……

贺州不是一线城市，也不属经济发
达地区，招才引智不具备先发优势。为
实现人才东融新突破，打好情感牌，做
好服务，率先出台“柔性引才”新举措，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
来。实施科研生产异地的“双飞地”政
策，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研发，来贺
州生产落地。

一批青年才俊，高端专业人才在贺
州全力东融的热土上建功立业，大展
宏图。

陈祥，1981 年出生的博士，在贺州
感召下，从上海来广西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组织上不仅
对他的生活非常呵护，还帮他将爱人调来身边工作，2019
年6月，年轻的他又一次被大胆启用，从东融产业园区主任
的手中接过重担，再赴壮丽征程。

庄贤韩是浙江大学博士，是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首批创业者。正当他拿到新药证书准备实施产业化时，贺
州给他拿出2000万元资金，产权入股。贺州求贤若渴的诚
意感动了他，当即决定把项目落户贺州生态产业园，之后，
他又说服7名志同道合的博士，带领团队及项目到贺州创
业发展。

为实现人才东融，贺州在深圳、广州等地设立了招才引
智工作站。开拓者的脚步如此匆忙，实施东融战略以来，李
宏庆六次到深圳，与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签订市校合作协议。人才
东融以来，已有 65 位高端专家来到贺
州，并建立了两个院士工作站。

东融巨变，一座创新转型巍峨的高
峰，正在八桂大地上加速隆起……

示范先行
共建共享生态长寿胜地

2019 年 7 月 12 日，以“打造长寿城

市品牌 推进生命科学应用 促进人类

健康长寿”为主题的首届世界长寿论坛

暨生命科学大会在世界长寿市贺州召

开。健康中国之帆又一次在广西贺州高

高扬起。

广西贺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

高铁提速，使贺州融入粤港澳一小

时经济圈的梦想成真。抓住大湾区规

划建设机遇，对接先进，补齐短板、错位

发展，主动对接湾区经济，推动贺州经

济社会发展提档升级，赶超进位，打造

广西东融发展的示范和样板，努力走在

广西全力东融的前列，是决策者作出的

命运抉择。

这座矗立在贺江之岸的生态长寿之城已向世界张开
热情的臂膀，世界也将拥抱这颗光彩夺目的八桂明珠！

立足广西，连接周边，面向大湾区，推动贺州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为广西全力东融发展提供贺州经验，形成

“贺州方案”，是历史赋予贺州的新使命。
全力东融，是贺州发展思路的一次“华丽转身”，
全力东融，是广西战略思考的一次伟大实践，
全力东融，是“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之梦”的一次

动人心魄的壮举。
美丽贺州，必将绘就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广西递给

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流淌不息的贺江一路东去，早已融入到万古奔流的珠

江澎湃的涛声里了。
离开贺州前，我走出下榻的东融山庄，抬头一望，头顶

一片闪亮的繁星，银河像一条飘逸的玉带，如此高洁、透
明。猛然意识到生态长寿胜地的空气是何等的清新。便
一扫困倦、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

此刻，笔者耳边响起了那首贺州原创，由歌手韩磊演
唱的《东融之歌》：

苍山几千重
开路英雄
牵手湾区恰相逢
特色优势开先锋
壮阔恢弘
开拓创新功
康养绘长虹
喜看潇贺驰铁龙
逐梦中华复兴路
全力东融！
……
我们听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脚步声。勤劳

智慧、敢做善成的贺州人民，以对国家和历史的勇敢担当、
创新发展的进取精神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务实作
风，正在大湾区建设的滚滚热潮中成就辉煌与梦想。

面对开路英雄，我们肃然起敬。
湾区追梦，贺州崛起！

2018年6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右三）到贺州调研，贺州
市委书记李宏庆（右二）、市长林冠（左一）陪同调研 （资料图片）

2019年7月12日，首届世界长寿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在贺州召开，
中国专家与参会的国际诺贝尔奖得主对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