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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8 月 11 日电（记者陈凯星、周
强、马晓澄、周颖）珠江口，伶仃洋畔。十年来，从
国家级新区到自贸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全面合
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成为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
　　江海交汇春潮涌。如今，南沙再一次被赋予
新使命，将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
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在南沙走访，开发开放
的热潮扑面而来，这里正通过深化粤港澳全面
合作牵手世界。

非凡十年 南沙突进

　　刚刚公布的广州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南
沙 GDP 产值 1011.3 亿元，同比增速 3.7%，引
领全市经济增长。
　　此时，距离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已两月有余。
眼下 803 平方公里的南沙区，正迎来前所未有
的大机遇。
　　广州汽车年产量居全国之首，南沙则是广
州四大重要汽车基地之一。作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之一，南沙连续四年汽车产值超过千亿元。
　　在广汽丰田生产车间，互联网、工业自动化
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线。广汽丰田副总经理黄
坚说：“这条生产线是丰田新一代全球模范工厂
的生产线，每年可释放产能 20 万台。”
　　南沙自 2005 年设区，特别是 2012 年获批
成为国家级新区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其
间，南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创产业徐徐
起势，呈现出换道超车的后发优势。
　　目前，南沙已集聚 400 家人工智能企业。
其中，自动驾驶头部企业小马智行已累积超过
1300 万公里路测里程，成为国内首个获得自动
驾驶出租车经营许可的企业。公司副总裁莫璐
怡说：“公司发展迅速离不开当地对科创产业的
支持呵护。”
　　以产业为筋骨，一座现代化滨海新城正在
珠江口崛起。智慧城市雏形显现：刷脸可办理诸
多事项，“城市大脑”实现政务信息高效共享流
动。医教领域高点起步：形如“生命之钥”的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即将启用，暨南大学
澳门校董纪念学校 9 月开学。
　　围绕方案提出建设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为
目标，南沙提出建设成为体现世界水准、中国气
派、岭南风韵的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
性城市。
　　“南沙山城田江海一应俱全，整个城市形态
呈现出大疏大密的特征。”广州市委常委、南沙
区委书记卢一先表示，“南沙遵循城市发展规
律，正在开展未来城市试点，促进产城人文深度
融合，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示范区。”

打造湾区枢纽“链”全球

　　南沙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2021
年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766 万标箱，
开辟 150 条外贸航线。从南沙海港大厦顶部
俯瞰，潮平海阔，港区尽收眼底。极目远望，一
艘艘轮船出海。
　　十几天前，这里迎来新的变化——— 广州
港南沙港区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投入运行。
偌大的码头现场，不见人影移动，只有导引车
和吊机在穿梭。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新建造的
自动化码头，也是我们对方案提出增强南
沙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的具体落实。”广
州港集团董事长李益波表示，南沙已形成
规模化码头集群效应，通过南沙港铁路实
现江海铁多式联运，让整个南沙通江达海，
链接全球。
　　买全球、卖全球。联通内外的优势让南沙
发展跨境贸易优势凸显。目前累计有约 600
家企业在南沙备案开展跨境电商。以此为基
础，南沙率先建设全球溯源中心，让跨境商品
物流、企业、质量信息一“码”可见。这些商品
已覆盖食品、消费品、汽车等全品类，共赋码
1.08 亿个。
　　货畅其流，人便其行。不断开放的南沙在

国际经贸舞台上崭露头角。大湾区科学论坛
永久会址正在规划建设，首届亚洲青年领袖
论坛落户南沙。6 月南沙国际集成电路产业
论坛刚刚结束，7 月大湾区科学论坛“名师讲
堂”接踵而至。
　　广州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谢伟说，
南沙将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构筑大
湾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经济合作前
沿地。

制度型开放打造机制衔接高地

　　在南沙庆盛枢纽，被称为“港科大 2.0”
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将在 9 月开学。“这
两所学校是‘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关系。学
生在对方校园中修读课程取得的学分获得两
校认可。两校导师可以联合指导研究生、联合
申请重大项目。”港科大（广州）创校校长倪明
选说，南沙为推动高等教育范式改革提供了
上佳土壤。
　　近年来，南沙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探
索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为粤港澳大湾
区市场一体化探索经验。今年 4 月，广州南
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成立一周年。这个由
内地和香港政商学企跨界组成的“大脑”，围
绕庆盛片区港式国际化社区、民心港人子弟
学校等一批项目，形成行之有效的工作

方法。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是机制衔接的重要一
环。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非金融企
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跨境投资试点、广州期货交易所落户南
沙……从“一张白纸”起步，南沙金融业已发
展成为支柱产业。
　　规则机制的对接推动南沙营商环境国际
化水平不断提升。截至 2021 年底，在南沙的
港澳企业数量达 2773 家。“目前南沙正在加
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投融资、贸易、仲裁等规
则体系，为港澳业界来南沙投资创业提供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广州市大湾区办主任李海
洲说，同时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相互衔
接，推进在南沙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享受
市民待遇。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席郑永年表示，广州南沙与横琴、前
海可形成不同层次规则差异化分工，“以点
带面”形成全湾一盘棋、规则一体化的规模
制度创新效应，特别是南沙位于大湾区地
理几何中心，可充分发挥区位、空间承载、
开放枢纽优势，全面构建与香港相衔接的
营商、科创、贸易、税负和公共服务规则，协
同横琴、前海消除制度级差，推动粤港澳大
湾 区 打 造 成 为 中 国 高 水 平 开 放 的 重 要
窗口。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
电（记者罗鑫）在此间举行的
2022 北京（国际）运河文化
节上，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
名杰介绍，大运河北京段文
化带建设成果丰硕，大运河
考古再获新发现。2021 年
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
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
展考古发掘项目 102 项，发
掘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及
其周边的考古工作廓清了路
县故城南城门的形制和保存
状况；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
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
竹简牍，这在北京地区汉代
遗址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
陈名杰说。
　　陈名杰表示，近一年来，
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实
施各类文物保护工程 126
项。万寿寺东路考古新发现
建筑遗存，进行了保护和环
境整治。大运河源头遗址公
园在前期文物腾退、村庄搬
迁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
环境整治、修缮保护、资源数
字化及档案管理等工作，将
于 今 年 1 0 月 左 右 正 式
开放。
　　陈名杰说，北京市文物
局还组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开展了大运河通惠河段病害
勘察及监测数据收集工作，
在大运河遗产段设置 89 处
监测点位，利用三维激光扫
描、全景 VR 相机等开展数
据收集和巡视检查。开展了
北京古桥调查及档案编制工
作，全面摸清了 88 座具有
交通功能的古桥，厘清了空
间分布规律及保存状况。
　　“一批博物馆点亮大运河文化带。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大运河沿线七区共有备案博物
馆 165 家，2021 年以来新增备案博物馆 10
家。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
定名，预计 2022 年底工程竣工，2023 年底向
公众开放。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顺
利完成，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故城保护
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 2023
年 6 月完工，2024 年实现开馆。”陈名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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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樊曦、徐皓冰）
记者 11 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由中国铁建铁四院设计的武汉第四座大型铁路
客运站——— 武汉东站即将于 12 日正式开通
运营。
　　武汉东站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光谷片区），由原流芳站改扩建而成，是武汉都
市圈综合交通枢纽站。从空中俯瞰武汉东站，
流畅充满张力的曲线线条构成车站的外部轮
廓。据铁四院设计师段珊珊介绍，因地处武汉
光谷，该站以“科技、未来”为主题，设计风格象
征着凭借高新科技腾飞的光谷，整个造型如璀
璨星河中的太空飞船。
　　武汉目前有三座大型铁路客运站：武汉站、
汉口站、武昌站。武汉东站是继武昌、汉口、武
汉火车站之后通车的武汉铁路“第四站”。
　　武汉东站开通后，将进一步优化武汉“1+
8”都市圈城际铁路网络，实现圈内各个城市之
间的快速联通，特别是加强武汉与鄂州、黄石、
黄冈、咸宁的联系，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1 小
时通勤圈”，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和同城化
发展。

武 汉 东 站 开 通 运 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樊曦、徐皓冰）
记者 11 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北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目前，
该项目 01 标段站房核心区开始开挖施工，标
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建设全面进入站房主体
施工阶段。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位于
北京市通州区，整体为地下三层结构，总建筑规
模约 128 万平方米，属于超大、超深、超宽地下
工程。其中，01 标段由中铁建设集团、中铁十六
局集团、北京建工集团联合承建。
　　项目基坑平均深度达 32 米，最深处达 43
米。在施工过程中，为避免超大基坑的自然回弹
效应破坏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中铁十六局集团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负责
人刘长荣表示，项目成立专项团队，开展“超深
超大基坑回弹效应研究”，根据基坑回弹变化实
时调整施工方案。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是北
京市继大兴国际机场后又一个大型交通基础设
施工程。建成后，可 1 小时直达河北雄安新区，
15 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5 分钟直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贵阳 8 月 11 日电（记者刘智强）凝
心聚力推进赤水河治理，为发展生态产业奠定
基础；依托酱酒产业发展数万亩有机高粱，让农
民踏上致富“快车道”；将红色文化、酒文化融入
旅游，带火“夜游经济”……近年来，贵州省仁怀
市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奏响了融合发展“交响
曲”。

水岸同治筑牢生态屏障

　　白天捡拾河岸边的垃圾、晚上打着手电筒
巡河……在一个名为“仁怀市五马镇生态环境
保护协会”的微信群里，大家每天都在分享保护
五马河的动态信息。五马河是赤水河仁怀段的
最大支流，主河长 39.3 公里，20 世纪 90 年代
后，曾一度因生活垃圾、养殖生产、工业排污、非
法捕捞等影响，水质急剧恶化。
　　近年来，在仁怀市统一部署下，五马镇全面
取缔五马河沿岸数百家污染企业，实施镇、村、
组三级河长制，将党员干部纳入巡河队伍，开展
常态化的河道巡查。2017 年，五马镇群众自发
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义务巡河护河，至今已
吸纳 400 多名会员。
　　“五马环境争上游，一江清水送下游。”当地
村民郭小勇是五马镇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常务副
会长，他说，目前五马河水质长期稳定在Ⅱ类，
部分河段已经达到Ⅰ类。今年 6 月，中科院水
生所专家团队前来调研并得出结论，五马河中
水生动物种类已由 2019 年的 19 种增加到如
今的 26 种。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生态持续向好的同
时，仁怀也在着力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司法
保护力度。据介绍，自 2017 年赤水河全面禁
渔以来，仁怀市人民法院与云南、四川等赤水
河沿线的一些基层法院开展跨域保护司法协
作，更好地解决了全流域内存在的共性环境
问题。

红高粱“映红”农民致富路

　　在仁怀市长岗镇茅坡村，漫山遍野的红
高粱即将采收。为整合土地发展农业产业，茅
坡村于 2019 年成立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
杨智春告诉记者，高粱产业实行“酒企带基
地、基地带农户、订单种植、合同收购”的模
式，酒企今年将按照每公斤 11.2 元的保底价
收购。
　　仁怀市农业农村局有机农业发展中心
负责人蔡炎说，近年来，当地高粱产业注重
向科技要效益。记者看到，在茅坡村的高粱
育苗大棚里，有实时监控作物长势的摄像
头，有完善的喷滴灌设施，还有监测土壤墒
情的传感器。

　　杨智春说，茅坡村山高坡陡、土地破碎，
但经过土地整治，高粱产业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合作社配备 9 台联合收割机、12 台拖
拉机，还有传输机、清洗机、烘干机，并培养了
一个 18 人的农机手队伍。
　　茅坡村村民杨存强是一名农机手。他告
诉记者，他和妻子每年在合作社务工能赚 5
万多元，去年自己还种了 40 亩高粱，产值达
到 13 万元。今年 48 岁的杨存强是脱贫户，
早年曾长期在外务工，他说，如今在家门口一
年就能赚十几万元，还能把老人孩子照顾好，
生活有了奔头。
　　仁怀市有关负责人介绍，仁怀现有耕地
88.08 万亩，有机地块认证面积 50.81 万亩，
常年种植有机高粱 30 万亩；目前全市有
147 个高粱专业合作社，每年带动 5 万户农

民实现增收。接下来，仁怀将围绕标准化、组
织化、信息化、科技化的要求，建设有机高粱
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 300 个，从而惠及更多
农民。

文旅融合带火“夜游经济”

　　随着赤水河流域生态的改善和产业的不
断发展，近年来，仁怀开启“文旅融合”发展新
模式。以酒文化为载体，当地先后建成中国酒
文化城，1915 广场、杨柳湾商业街等景观景
点；结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军四渡赤水纪
念塔、茅台渡口、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今
年 7 月 18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了
123 个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仁怀市茅台镇入选。
　　傍晚时分的茅台镇，灯光璀璨，游人如
织。当地干部告诉记者，目前茅台镇拥有民
宿 104 家，床位 4349 个，餐饮企业 87 家，
小吃经营户 53 户。倪克龙是茅台镇人，
2016 年在茅台镇上开了一家名为“茅台镇
记忆”的餐馆。下午 6 点多，记者走进餐馆看
到，13 张餐桌边都坐满了客人，生意十分
兴隆。
　　“基本上都是外地来的游客。”倪克龙说，
为了满足他们的用餐需求，餐馆开发了 200
多个菜品，食材均选自当地，很多调料也是自
家调制，备受各地游客的青睐。正在就餐的李
女士来自湖北荆州，休假专门来到茅台镇旅
游。“刚到茅台镇就听说‘茅台镇记忆’这家餐
馆味道不错，所以第一餐选择来这里吃，街上
很热闹，准备晚饭后去逛一逛，欣赏一下茅台
镇夜景。”她说。
　　据统计，2021 年，仁怀市共接待游客
769.71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293.57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9.47 亿元。仁怀市有关
负责人说，多元化融合发展，让仁怀市的旅游
业成为又一项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市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4 1 . 0 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41%。

贵州仁怀：奏响融合发展“交响曲”
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

▲这是南沙大桥全景（2022 年 6 月 29 日摄，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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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怀市五马镇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员在五马河岸边清理垃圾（8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