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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西安9月18日电（记者孙波ʩ刘书云ʩ
薛天）陕西省安康市属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
能区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限制
和禁止开发区面积高达91.9%；这里又是国家秦
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发展
需求迫切Ɉ近年来，当地创新思路，通过发展đ飞
地经济Ē，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Ɉ

以创新思维突破发展空间限制

按照国家和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
安康市除月河川道等一些点状区域之外的县区
均为国家限制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全市10个县区中有9个被列入限制开发的重点
生态功能区范围，被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
业化城镇化开发ʘ

đ要想发展，就必须突破安康地域和行政限
制，整合全市可用的优质土地资源，ď集中力量
办大事ĐɈ这也是我们提出ď飞地经济Đ模式的初
衷ɈĒ安康市委书记郭青说Ɉ

2013年9月，安康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限
制，鼓励经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宁陕县ʗ紫阳
县ʗ岚皋县ʗ镇坪县ʗ白河县五个ż飞出地Ž分别

在具备良好开发基础的汉滨区恒口示范区和
安康高新区两个ż飞入地Ž征用土地建设飞地
经济园区ʘ

安康市市长赵俊民介绍说，飞地园区实
行ż飞出地Ž与ż飞入地Ž县区合作共建ʘđ飞出
地Ē负责落实建设用地指标及园区内基础设
施建设和招商引资，đ飞入地Ē负责落实园区
建设用地报批ɇ征迁，制定落实吸引企业入驻
园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管理园区涉及的
教育ɇ民政ɇ计划生育等社会事务Ɉ在利益分
配方面，飞地园区的财税收入和经济发展成
果由đ飞出地Ē和đ飞入地Ē共享Ɉ

đ对ď飞出地Đ来说，是项目飞出去，产值
留下来Ɉ对ď飞入地Đ而言，则是产业飞进来，
人气聚起来，从而形成双赢局面ɈĒ赵俊民说Ɉ

ż点Ž上开发 ż面Ž上保护

在đ点Ē上开发ɇđ面Ē上保护的全域经济
发展思路指引下，安康限制开发区域的县区
进入了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Ɉ

紫阳县委书记赵立根告诉记者，过去县
上缺少土地资源，企业没地方投资建厂，劈山
造城ɇ填河造地又破坏生态Ɉ眼瞅着良好的生
态资源就是无法转化为财富，生态产业只能
停留在最基础的原料生产上，地方经济很难
快速发展Ɉ现在县上创新融资机制支持飞地
经济园区建设，引进返乡创业企业家在đ飞入

地Ē发展新型工业，在đ飞出地Ē发展绿色富硒
产业，既富了民，又强了县Ɉ

飞地园区完善的工业基础和便捷的交
通条件，为秦巴山区优质产品在深加工后销
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提供了平台Ɉ记者调研
发现，紫阳的天然富硒食品ɇ产品价格成倍
增长，生态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致富
门路Ɉ焕古镇茶农张仁贵告诉记者，人还是
那个人，园还是那片园ʘ从2015年到2018年，

他的7亩茶园鲜叶收入从3000元变成10万
元，一下子增长了30多倍ʘ

借力苏陕扶贫协作，镇坪县飞地园区按
照đ县上建基地ɇ飞地搞加工ɇ区域拓市场Ē的
模式，依托镇坪đ巴山药乡Ē优势资源，在飞地
里为镇坪建立起生物医药加工ɇ富硒食品基
地Ɉđ过去看中镇坪丰富药材的企业不少，却
没法在镇坪建厂搞生产，现在有了飞地，问题
迎刃而解ɈĒ镇坪县飞地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许勇说Ɉ

在这里建厂的陕西安康普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Ɉ这家公司行政
总监谢文强告诉记者，选择在ż飞地Ž建厂，企
业既能最大化获取ż飞出地Ž的自然禀赋，又
能享受ż飞入地Ž完善的工业配套，是一种具
有智慧的发展模式创新ʘ

截至今年8月，安康高新区和恒口示范区
一期规划的4.2平方公里5个飞地园区累计完
成园区建设投资65.6亿元，飞地园区已累计

签约招商项目84个，其中落地建设59个ɇ竣工
投产企业17个，投资过亿元的企业达到12家Ɉ

ż飞地Ž成为安康经济高速发

展新引擎

与传统đ飞地经济Ē以经济发展为主
导的模式不同，安康市将生态文明理念贯
穿到đ飞地经济Ē发展之中，在落实主体功
能区要求的同时，促进生产要素向重点开
发区域聚集，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Ɉ

记者采访发现，ż飞地经济Ž成为带动
安康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大引擎ʘ在
飞地园区内，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
装备制造ɇ新型材料ɇ生物医药等绿色工业
在转型升级中逐步迈向中高端，同时促进
了电子商务ɇ现代物流ɇ绿色金融ɇ健康养
老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Ɉ园区实现了劳动
力就近有序就业，增加了城镇劳动力收入，
加快了城镇人口聚集Ɉ

ż飞地经济Ž还给当地大力发展绿色环
保ʗ生态友好型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ʘ安康的
富硒产业连年保持30%左右的高速增长，安
康富硒食品占规模工业比重由2013年的
23.1%上升到2018年的33.8%，连同第一产业
的富硒种养产业，富硒产业总规模已达670
亿元Ɉ

陕西安康突破地域和行政限制，整合全市可用优质土地资源

ż飞地经济Ž破解生态保护和发展ż两难Ž

新华社广州9月18日电（记者车
晓蕙ʩ孟盈如）đ今年订单的增长远
超生产能力，现有几条生产线都开
足了马力ɈĒ东莞快意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罗爱明眼下正在为筹建
新厂忙碌，扩大产能ɇ争取更大市场
份额是这家企业未来两年的目标Ɉ

尽管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
杂，有ż世界工厂Ž之称的东莞工业
经济仍走出不错行情：1-7月，东莞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03亿元，
同比增长6.8%，其中民营企业挑起
đ大梁Ē，同比增长14.5%；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 2 2 . 7%，技改投资增长
24.5%，在珠三角九市中，工业投资
增速排名第一位Ɉ

民企成稳定经济的

ż基本盘Ž

位于清溪镇的快意电梯是东莞
民营企业发展的典型Ɉđ20世纪80年
代，很多港台资企业在东莞开厂，需
要运货用的电梯Ɉ镇里负责招商的
政府人员找我们商量，我们就找到
东莞机械厂一个老师傅，拿着电梯
图纸ď土法上马Đ了ɈĒ罗爱明说Ɉ

1989年生产出第一台电梯，一
步一个脚印发展到今天，快意电梯
已成为年销售8亿元的上市公司Ɉ

在东莞，很多本土企业有着类
似的经历，在为外资企业配套过程
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行业đ领头
羊ĒɈ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东莞民
营企业登记注册突破116万户，贡献了全市五成的生产总
值，六成固定资产投资，七成税收，八成技术创新成果和九
成企业总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ż绝对主力Žʘ

ż敢投资ʗ稳投资Ž信心从哪来？

风浪越大，越显出đ弄潮儿Ē的本色Ɉ面对风云变幻的
市场形势，东莞工业投资逆势上扬Ɉ1-7月完成工业投资
338.14亿元，同比增长22.7%，比去年同期增速高30.2个百
分点Ɉ工业技改投资231.93亿元，同比增长24.5%，比去年
同期增速高21.8个百分点Ɉ

工业投资是反映企业家信心的重要指标Ɉ内外承压
下，企业đ敢投资ɇ稳投资Ē的信心从何而来？

来自民营企业根植性优势ʘ东莞靠đ三来一补Ē起家，
历史上外资在工业经济中比重最高时达70%以上Ɉ在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太过依赖外资的东莞却因đ内功Ē不足，
一度陷入伤筋动骨的đ失落期ĒɈż去腐生肌Ž十年后，再次面
对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局面，民营实体企业实现ż逆袭Ž，成为
东莞在市场波动中ż站得住ʗ站得稳Ž的重要原因：2018年民
营经济增加值已占49.5%ʘ

来自政府持之以恒发展实体经济ʘđ前几年也出现过
ď国进民退Đɇ发展虚拟经济等声音，但东莞坚定工业立市的
政策不动摇ɈĒ东莞市工信局副局长郑文志介绍，东莞2018
年出台đ非公经济50条Ē，至2020年可为非公企业减负近300
亿元，提供增值服务约500亿元Ɉ

来自多年积淀的完整产业链和集聚优势ʘ东莞产业结
构正经历再次创业，从单纯加工为主向đ创造型Ē制造业升
级，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ɇ重点实验室加速布局ɈOPPO长
安研发总部ɇ华为终端总部ɇvivo新总部等多个项目先后落
地，为东莞修炼đ内功Ē不断注入新活力Ɉ

打通政府服务ż最后一公里Ž

近两年，东莞市国土资源局规划科副科长孙洋有了一
份新ż兼职Ž：ż倍增企业服务专员Žʘ

作为东莞中图半导体公司的服务专员，孙洋每个季度
来企业一次，随时掌握企业面对的问题，通过đ企业提需
求Č专员反馈Č领导督办Č专员跟进Č现场协调Č上报审
议Č形成共性解决方案Ē工作流程，真正打通政府服务đ最
后一公里ĒɈ

đ服务专员主要由各职能部门科长担任，为什么是科级
人员？因为这个职位上传下达效率最高ɈĒ孙洋说，服务专
员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领域，经常集中轮训，ż企业提出的问
题要当天归类并转交相关部门，三天内提出处理意见ʘŽ

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đ倍增计划Ē的受益
者Ɉ2018年初，这家电子线路板高新企业准备增资扩产，但
在将土地和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时，发现厂房范围内的仓库ɇ
配电房等产业配套建筑未完善规划报建等手续，抵押融资
遇到难题Ɉ

为了让企业更快捷地盘活资产，也考虑到这是很多企
业的共性问题，东莞市进行了专门的相关政策优化改革Ɉ
最终，五株电子取得了约1.2亿元的融资贷款Ɉ

đ倍增计划Ē成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Ɉ2018
年东莞1 0 0 0多家倍增企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占全市规上工业近三成Ɉ

đ服务专员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却连一餐饭都不会
吃，这是东莞重商文化的最佳体现，Ē东莞市中图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康凯说，đ很多地方用政策补贴吸引企
业，但东莞更注重兑现政策和提高办事效率，不扰企业ʗ提
供实打实的服务比给补贴要重要得多ɈĒ

本报记者姜微ʩ姚玉洁ʩ兰天鸣

东方风来，花开美谷Ɉ在上海奉贤东方美
谷，美丽品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Ɉđ无中生有Ē的
大手笔ɇ绣花般的精细服务，东方美谷已成为中
国乃至世界美丽健康产业品牌荟萃竞逐的必争
之地Ɉ通过ż美丽服务Žż美丽空间Ž和ż美丽文
化Ž等多位一体打造，东方美谷品牌能级和辐射
力不断提升，生态聚合度持续优化，近悦远来，
芳华盛开Ɉ

因品质而兴，因品牌而盛

一个地区产业如何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ɇ
从有到优，从地方走向世界？đ东方美谷Ē给出了
绝佳案例ČČ品牌应城市而生，城市因品牌而
兴Ɉ在上海奉贤东方美谷，优质品牌不断集聚，
显示度和辐射度大大提升，生长被赋予了无限
可能Ɉ

曾经，浙江九鼎投资集团一直有件烦心事：
养了多年的品牌đ小青Ē，眼看已到đ出嫁年龄Ē，
却没有良人可择Ɉ去年，随着奉贤东方美谷长三
角产业联动交流会在杭州召开，九鼎投资终于
在杭州湾畔的上海奉贤找到了đ称心女婿ĒɈ

đ嫁到东方美谷，就能享受到上海支持美丽
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正好有利于ď小青Đ
这一杭州本土化妆品品牌成长，找到走向世界
的一个窗口ɈĒ九鼎投资集团董事长俞春雷难掩
心中喜悦Ɉ

更多外企选择东方美谷作为进入中国的第
一站，原因正是这里的生态和成果：亚洲化妆品
代工巨头科丝美诗实现了十多年销售额千倍级
增长的奇迹；欧洲最大化妆品代工制造商莹特
丽子公司莹特菲勒落户8年时间销售额从1300
万增长到1.6亿元，增长12倍Ɉ

如今，东方美谷拥有多领域产业集群，涵
盖研发ɇ生产ɇ包装ɇ销售ɇ品牌ɇ检测等产业
链环节，这里化妆品企业共同构成的产业生
态，与国内外美妆行业日渐细分的产业态势
高度吻合Ɉ100个东方美谷研究院正加紧建
设，全力打造千亿级美丽健康产业集聚区Ɉ

全国生产的面膜，每4张就有1张出自东
方美谷ʘ美丽消费疆域的拓展，不断延伸上海
购物品牌的触角Ɉ据悉，奉贤的化妆品销售产
值规模占到上海全市化妆品行业40%以上Ɉ
仅2019年一季度，东方美谷实现税收22亿元，

同比增幅达21.1%，相当于三年前东方美谷
全年的税收收入，美丽经济的能级不断提升ʘ

场域场景+政策策源，成就

ż美丽服务Ž品牌

ż在政策和服务效率上比常规高一分Ž
ż让审批管理部门的ź阻力Ż比常规少一分Žʘ
品牌ż开花Ž，ż美丽服务Ž不可或缺ʘ而持续的
一分分的努力，又成就了独特的上海服务品
牌高地Ɉ在东方美谷，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品
质的đ绣花功夫Ē精益求精，已成为đ店小二
们Ē的一种习惯Ɉ

制度供给和创新的đ阳光雨露Ē是关键Ɉ
早在2016年，东方美谷就确立了实施đ市场准
入ɇ品牌建设ɇ技术支撑ɇ法制保障Ē的一体化
服务，为入驻企业开辟行政审批的绿色通道，
简化手续ɇ优先审批Ɉ

今年4月，奉贤区与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产品追溯委员会举行战略签约仪式，
双方将共同打造đ东方美谷全球正品自由贸
易港Ē，为贸易港项目提供đ一物一码Ē防伪追
溯技术支持与服务，建立产品数据中心及品
牌营销渠道，构建新型跨境电子交易商务

平台Ɉ
现如今，奉贤区依托奉贤综合保税区，复

制对非特殊用途化妆品采取备案管理等自贸
试验区经验，打造东方美谷跨境电商平台ɇ保
税展示交易中心和保税检测维修中心，助力
长三角企业提升运营效率ɇ降低运营成本，提
供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Ɉ一项项创新服务推
动了一个个đ大跨步ĒɈ

在品牌发展上，奉贤依托业已形成品牌
优势的đ东方美谷Ē，盘活资源，为đ美丽当下Ē
更为đ美丽未来Ē预留空间Ɉ利用区域内淘汰
落后产能进行再开发，通过政策叠加和产业
引导，逐步形成一批产城有机融合ɇ土地复合
高效利用的新型产业社区和产业城区，đ东方
美谷园中园Ē为上海制造探出一条特色鲜明ɇ
各具特色的能级提升新路径Ɉ

在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的眼中，奉贤要
让社会主体有更多的自由选择，đ总有一款适
合你ĒɈđ我们要提升政策策源在品牌缔造中
的创造能力和吸附能力，制定多元化ʗ竞争
性ʗ开放性的政策，设计ź政策超市Żʘ充分释
放中小企业创造活力，发挥奉贤中小企业数
量多ɇ品质较高的比较优势，让其在市场中释
放品牌价值ɇ拓展品牌空间ɈĒ他说Ɉ

美丽品牌淬炼文化气质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中国到世界ɇ从
产业品牌到城市品牌ĔĔ在东方美谷，品牌
不仅仅是简单聚集，在东方美谷的涵养下，一
些品牌淬炼出独特的文化品质和精神气质Ɉ

đ在上海这片热土，我一心想要创造属于
中国人的一流化妆产品ɇ一流化妆品牌，打造
中国人自己的世界级品牌ɈĒ2001年，伽蓝集
团董事长郑春影回忆起自己来到上海奉贤钱

桥镇，创立伽蓝集团的初衷Ɉ
在东方美谷，更多企业形成了引领风尚ɇ

追求卓越的气质Ɉ如今，伽蓝已经实现率先利
用3D生物打印技术打印出亚洲人皮肤，10余
年的复合增长率接近50%，年纳税额数亿元，
成为中国化妆品行业的新标杆Ɉ国货彩妆品
牌玛丽黛佳，从đ只有一款产品，十几个人Ē到
现在不仅成为首个进入全球化妆品零售权威
丝芙兰门店的国货品牌，还走出国门，在马来
西亚ɇ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化妆品店上架Ɉ

海派文化ɇ江南情愫，中西交融成为一些
品牌的常态Ɉ百雀羚品牌持续发力，传承经典
的同时加速创新，开启了国际化ɇ时尚化ɇ年
轻化的品牌重塑之路；雷允上在东方美谷走
出中药国际化之路Ɉ更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的品牌正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化将赋予
东方美谷新的生命Ɉ

如今，东方美谷已形成海纳百川的气象Ɉ
外国品牌纷至沓来Ɉ在2018东方美谷国际化
妆品大会上，众多国际化妆品巨头都表达了
愿意融入东方美谷和前来发展的计划，不少
已从愿景转化为行动Ɉ

资生堂中国总代表兼总经理藤原宪太郎
表示，中国化妆品市场前景无限，如果不去适
应中国市场的变化，公司将无法实现新的增
长Ɉ泰国第一彩妆品牌百特威（泰国）有限公
司董事长达奈g迪罗专翁说：đ奉贤强大的制
造业基础，让很多国内外制造商在此落户，这
为美妆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ɈĒ

đ我们要追求从ź品质Ż到ź品牌Ż的创造，

着力打破ź有品质ʗ无品牌Ż窘境，打响ď四大
品牌Đ，擦亮ď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Đ名片，打
造美丽健康的产业生态圈，成为中国化妆品
企业走向世界的首发站，世界化妆品大咖进
入中国的首选地ɈĒ庄木弟说Ɉ

一个地区产业如何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Ƞ从有到优，从地方走向世界？看上海奉贤的探索

东方美谷：无中生有ż绽放Ž美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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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齐中熙ʩ叶昊鸣）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18日在京发布《2019-2038年民用飞机
市场预测年报》Ɉ年报预测，未来20年，中国机队规模年均
增长率为5.2%，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率为6%Ɉ到2038年，

中国航空运输机队规模将达到10344架ʘ
年报预测，未来20年，全球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平均每

年4.3%的速度递增，预计将有45459架新机交付，价值约6.6
万亿美元（以2018年目录价格为基础），用于替代和支持机
队的发展Ɉ

在需求持续增加的同时，飞机平均座位数以及飞机运营
效率也将逐步提高，全球机队增长率将低于旅客周转量的增
长速度Ɉ到2038年，预计全球客机机队规模将达49558架，是
现有机队的2.1倍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航空需求增长将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亚太地区（含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其机
队占全球的比例将从目前的31%增长到2038年的40%；其中，
中国占全球客机机队比例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21%Ɉ

2018年，中国民航运输业完成旅客周转量10712.32亿
客公里，同比增长12.6%；全年运输旅客6.1亿人次，同比增
长10.9%，航空运输市场需求旺盛Ɉ

未来20年我国航空运输

机队规模将达到上万架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8日电（记者张千千）国
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
明18日表示，目前三分
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
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
上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
化的上市公司，混改成
为了国企改革重要突
破口Ɉ

翁杰明在国务院国
资委召开的媒体通气会
上表示，混改企业积极
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ɇ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Ɉ
2013年至2018年实施混
改的央企子企业中，混
改后实现利润增长的企
业超过七成ʘ

翁杰明介绍，重要
领域混改试点正在稳步
推进Ɉ10家中央企业和
171家省属一级企业开

展了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
点，发挥了激活机制ɇ留住人才的作用Ɉ

数据还显示，45家中央企业控股的91户
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实施股权激励一
年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
16.7%Ɉ24家中央企业所属科技型子企业的
104个激励方案经集团公司审批后正在实施，
激励对象人均收入增幅达到14.9%Ɉ

今年1-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9.4万亿元，同比增长5.4%；累计实现净利润
9431.9亿元，同比增长6.9%；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4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为落实đ六稳Ē任
务ɇ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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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王志远（右）在查验吉他木材ʪ在河北省内丘县工业园区，有间名为斐波那契的吉他工作
室，40岁的制琴师王志远，从事吉他制作已有10余年ʪ

2013年，王志远在上海成立斐波那契吉他工作室，一开始，他一个人手工制作吉他，完成一把要6到8
个月ʪ几年打拼下来，他积累了大量经验和固定的客户群，但限于产能，工作室发展陷入Ž瓶颈žʪ2018年，
王志远带着积蓄和技术返乡创业，在内丘县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找好场地，买下机器设备，雇
佣人员进行培训ƀƀ一年来，工作室发展步入正轨，吉他的生产周期缩短一半ʪ现在，王志远开始谋划未
来：把团队制琴升级成流水线制琴，在自己的家乡进一步发展他的吉他事业ʪ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返乡创业

奏ż和弦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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