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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业是近两年增长最为迅猛的旅游板块。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中国邮

轮产业发展大会行业论坛中，来自国内外百余名行业精英、专家学者，为本市

邮轮产业发展献计献策，挖掘全产业链上市场新增长点。据悉，明年嘉年华集

团、皇家加勒比集团等国际邮轮巨头都将加大其在津运力投入，天津向打造北

方邮轮旅游中心坚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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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发布

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指出，将

打通京津冀人力资源市场，开拓和

融入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人力资

源协同发展。同时，建设“中国北

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人力

资源服务业发展将纳入北京市服

务业重点发展领域。

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

董小华介绍，《意见》将在产业引

导、政策扶持、环境营造等三方面

推出十余项措施，预计到 2020年，

北京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总数将

达到 1600 家，行业年营业总收入

突破 1800 亿元，年均增长不低于

10%。

所谓“人力资源服务业”，是指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服务，促

进人力资源有效开发与优化配置

的服务行业。通俗说，就是为劳动

者求职、就业、择业、流动配置和素

质开发以及为用人单位招聘、人力

资源管理提供服务的各类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据了解，北京市还将建立科

学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信息发布

机制，定期发布《北京人力资源服

务业蓝皮书》，加快人力资源市场

的立法工作，完善地方标准体系，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按 15%减征企业所得税，并支持

行业协会创建“枢纽型”社会组

织。

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已拥有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智联招聘、

FESCO 等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机 构

1119 家，其中公共服务机构 400
家，经营性服务机构 719 家，从业

人员近 1.5万人，年营业收入 1000
亿元。

据新华社

光大银行近日推出“银行电子

保函区域通用”业务，又为建立京

津冀“大同城”金融服务圈增添了

一项创新业务。当下，越来越多的

商业银行瞅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机遇，整合业务资源，以更便利的

金融服务争夺客户。

“过去，北京的公司如果货到

了天津，还得跑去天津报关，由天

津分行出具保函。现在京津冀的

客户完全可以做到异地报关、异地

通关，保函也可以就近办理，在区

域内通用。”光大银行公司业务部

现金管理中心负责人周毅告诉记

者。

周毅介绍，做到保函三地通用

的业务创新其实并不复杂，但能有

效拉动银行客户增长。“尤其是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下，不少银

行都在卯足了劲挖掘客户需求，我

们需要通过创新业务抢占先机。”

与光大银行一样，工商银行和

浦发银行也将于近日实现一份保

函区域通用。

在目前资金链相对紧张的背

景下，银行出具的电子保函能带来

15天左右的资金周转期，对于企业

十分重要。这使得不少银行看到

了业务机遇，积极拼抢客户群。

“便利的区域一体化金融服务

是银行的敲门砖。”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既然经

济要一体化，金融服务也势必一体

化。“受制于目前行政区划，实现京

津冀经济一体化还有一个过程，银

行也在逐步探索，从公司业务到零

售业务，再到中间业务，金融业正

在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助推经济一

体化的实现。”

记者了解到，不少银行都成立

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的部门，

专门研究如何整合京津冀三地的

业务资源，推动三地“同城”业务融

合发展。如华夏银行在总行的协

调下，京津冀三地的客户依托一张

银行卡就可在异地存款、取款、转

账等方面享受同城待遇，不收取手

续费。同时，华夏银行还提出将于

年内实现京津冀三地异地个人贷

款。

建设银行则与多部门合作，顺

势推出了“京津冀旅游一卡通”，不

仅便利了游客在餐饮、住宿、交通、

购物等方面的消费结算，也大大提

升了银行的金融服务。

随着京津冀三地跨区域经济

合作越来越多，金融机构跨区域合

作日趋频繁，有消息称，京津冀三

地金融部门正酝酿共设“金融试验

区”，尝试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助

推三地实体经济发展。

郭田勇认为，此举一旦成行，

其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但关键在于如何既保证金融资源

在三地充分流动、自由配置，又能

顾及到天津、河北的经济“低洼地

带”，让跨区域的好项目充分发挥

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

一，资金本身具有逐利性，应避免

金融机构的资金都涌向北京收益

较高的重点项目上，要疏导一部分

资金到更需要扶植的经济‘洼地’

去。”郭田勇说。

据新华社

建设试点
突破发展旧“瓶颈”

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

分会统计，我国乘坐邮轮出境旅游的

人数从2005年的几千人增加到2013
年的57万人，今年有望突破70万人，

我国已成为亚太地区邮轮航线的重

要始发港和环球航线的重要挂靠港，

以我国为核心的亚洲邮轮市场已经

成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

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热了我国

邮轮业发展。不过与国际邮轮发

达国家相比，目前国内邮轮产业政

策灵活度、便捷性还存在着差距，

各沿海城市普建母港，在一定程度

上，也造成了资源浪费。邮轮业发

展需要创新性政策、国家级产业发

展规划的支持。

在日前举行的邮轮产业发展

大会上，天津、上海、福建、海南正

式获批成为交通运输部邮轮运输

试点。“今后我们将重点鼓励邮轮

运输试点，在培育邮轮运输市场、

拓展港口服务功能、打造邮轮产业

链、强化邮轮人才培养、建立邮轮

发展协调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和

探索，创新政策，向国际标准靠

拢。”国家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

长杨华雄表示。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

分会秘书长郑炜航眼中，在邮轮产业

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亟需一个国

家级的规划，为各地制定配套规划提

供总体依据，避免各地资源浪费，盲

目发展，恶性竞争等情况的出现。目

前《中国邮轮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正

在编制中。

挖掘市场
开辟更多新航线

“中国具有庞大的邮轮消费群

体，随着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环境不断

完善，未来我们对中国邮轮产业投入

比重会进一步增加。”皇家加勒比游

轮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亚当·
古德斯丁表示。据了解，明年其旗下

号称世界最先进邮轮“海洋量子号”

就会以天津、上海为母港，开辟邮轮

航次，打破以往国际邮轮巨头将新船

仅放在欧美运营的习惯。根据计划，

明年 10月下旬，“海洋量子号”将来

天津，以天津作为母港开启3个航次

的日韩航线。

而嘉年华集团也将加大其在天

津市场上的航线投入，明年旗下充满

艺术气息的歌诗达“大西洋号”将来

天津运行近 30个航次，比今年歌诗

达“维多利亚号”增加了 20 多个航

次。与此同时，公主邮轮、丽星邮轮

等也纷纷对以京津冀为核心的北方

市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未来或将在

天津开设母港航次。

此外，除了将更多好船、新船带

到中国市场外，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开

拓新航线、满足市民多元化需求，也

是邮轮业重点思考的问题。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表示，未来在我国

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或将形成“一线

三点”的邮轮母港基本格局，即北部

以天津港为中心，以韩日和西伯利亚

东海岸为主的航线；中部以上海港为

代表，以韩日、台港澳为主的航线；南

部以厦门、三亚为核心，以东南岸和

两岸为主的航线。

据《滨海时报》

日前，深莞惠经济圈第八次党政

联席会议在东莞召开，本次会议的亮

点是以“3+2”的形式加入汕尾、河

源。会上通过《深莞惠交通运输一体

化规划》，并确定五市近期推进的 21
项重点合作事项。

扩容后经济总量
占全省近四成

根据广东省进一步促进粤东西

北振兴发展的决定和近期省政府领

导的批示，汕尾、河源两市按照“3+2”
的模式参与深莞惠经济圈建设。广

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

这次深莞惠经济圈扩容，加入两个

“大块头”城市，使面积翻了一倍，经

济总量接近全省 40%，总体实力进一

步增强。他建议五市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在转型升级上协同推进，而区

域间协调发展的机制还可以进一步

创新。

构建“三纵四横”
综合运输通道

大会上，五市党政领导审议通过

了两个重要文件。其中一个是《深莞

惠交通运输一体化规划》，文件介绍，

截至2013年底，深莞惠三市已开通毗

邻乡镇间城际公交11条，出租汽车动

态位置信息共享率达到 90%以上，三

市之间边界普通公路收费站已全部取

消。但交通一体化也存在亟待解决的

问题，比如：轨道交通发展相对滞后，

交通运输过度依赖公路；对外通道布

局不完善，联系中心城区及主要组团

的干线道路功能混杂、部分路段拥堵

严重；港口资源开发缺乏协调，区域客

流、物流中心辐射能力亟待增强，城际

公交一体化管理、运营机制尚未建立，

运输市场共享不足等。

规划提出，将构建“三纵四横”综

合运输通道，三纵为广深通道、莞深

东通道、惠深通道；四横为广惠通道、

莞惠北通道、莞惠南通道、深惠沿海

通道。按照规划，三市城际公交线路

将从 2013年的 11条，增加到 2015年

的 15条。到 2015年，高速公路新增

里程 510公里。深圳方面，将推进轨

道 6号线与东莞 1号线的衔接，深圳

11号线与东莞3号线的衔接。

政策保障方面，深莞惠三市将研

究设立交通运输一体化区域专项基

金。三市共同研究公路收费、轨道交

通及综合客运枢纽定价等价格机制，

适时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方案。

五市近期共推
21项重点合作事项

会议通过的深莞惠汕尾河源五

市近期共同推进的重点合作事项，共

计21项，涉及体制共建、交通运输、生

态环保、产业合作、警务协作五大

类。其中的 20项是由一市或两市联

合提出（河源是临时加入，暂未提出

合作事项）。通过对事项的梳理，可

看出各市工作的侧重点。

记者发现，在交通运输的12项中，

由惠州提出的有6项，东莞提出5项，汕

尾提出2项。其中，莞惠两市共同提出

“共同研究开通、优化深莞惠三市跨市

公交线路”。在生态环保的4项中，深

圳提出3项，东莞提出2项，其中“开展

联合处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

圾和污水厂污泥研究”由两市共同提

出。产业合作类3项，由汕尾、东莞、惠

州各提出1项。 据《南方都市报》

正式获批全国邮轮运输试点

天津打造北方邮轮旅游中心

汕尾河源加入
深莞惠经济圈扩容

京津冀银行推“大同城”金融服务

京津冀打通人力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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