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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D NEWS 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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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长三角旅游合

作座谈会、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高峰论坛日

前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继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长三角旅游合作日

趋紧密，并呈现出全域旅游深化推进、产

业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特点。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贵荣

说，加快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

三角旅游文化自然生态资源加强整合的

需要，是长三角经济提质升级和加快发展

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长三角地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长三角旅游经过多年的合作发展，已

经形成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和产业实力，

成为中国旅游引人注目的发展板块。

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丁振文介绍称，

目前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的共推格局初

步形成，区域旅游市场共建和区域旅游产

品开发也取得新进展。以高铁、高速路网

和长江水系为纽带，长三角旅游业联系更

加紧密，长江旅游推广联盟和长三角高铁

旅游联盟、房车旅游联盟等专项旅游合作

领域持续推进，以迪士尼为代表的旅游大

项目带动效应明显，推动长三角亲子游、

自助游升温。如此一来，三省一市互为重

要的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每年互访

游客规模超亿人次。

2017年国家旅游统计年鉴发布的数

据也显示，长三角国内旅游人数与收入分

别约占全国的 48%和 69%，入境旅游人数

与收入分别约占全国的20%和17%。在体

量逐步扩大的基础上，长三角地区的旅游

合作已然迈入全新时代。

今年 6月，三省一市领导共同审议并

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三省一市旅游

部门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高品质世界著

名旅游目的地战略合作协议》。如何推动

这一目标落地，各方正在行动起来。

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高峰论坛上，

“长三角生态旅游区联盟”宣告成立，意味

着区域旅游合作又迈出坚实一步。联盟

首批创始会员包括沪苏浙皖 16家知名生

态景区，包括东平国家森林公园、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宏村景区等多家人气景区。

由该联盟打造的首款旅游休闲产品——

长三角生态旅游区联盟旅游一卡通联票

也正式发布，将为长三角居民提供更优

惠、便捷的门票服务，预计也将进一步刷

新长三角地区居民的互访人数。

据悉，下一步，长三角地区将联合做

好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标志标牌设置，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标准化的旅游配套

设施建设，完善《长三角旅游景区（点）道

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

同时，长三角地区还将建立旅游联合

执法、综合监管机制，建立旅游诚信系统

和失信登记制度，加强旅游执法部门和质

监部门的执法信息共享，对列入失信的企

业和个人名单，实行信息互通互联。并将

打通旅游投诉通报和处理渠道，建立游客

投诉即收即处的快速处理和投诉信息交

换机制，构建旅游应急突发事件的联动协

调机制，建立跨区域旅游重大事件和旅游

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为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发展提供保障。

在座谈会上，三省一市的旅游业代

表也积极建言，就如何在境外联合开展

中国长三角旅游主题推广活动，以及如

何联合加大入境旅游政策的研究和探索

力度，设计过境免签、离境退税、跨境消

费等更便利的入境旅游政策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

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迈入全新时代
去年居民互访人数超过1.1亿人次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商店苏州奕欧来店日前正式开业，成

为度假区在上海以外开设的首家零售商

店。这座全新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商店

将会把迪士尼的神奇体验带给更多顾客。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商店苏州奕欧来

店出售的主题商品共有 500余种，涵盖了

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纪念品等在内的

诸多类别，为顾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这些商品呈现了丰富的迪士尼和迪士

尼·皮克斯角色和故事，包括米奇、米妮、

赛车总动员、冰雪奇缘、玩具总动员、迪

士尼公主等。

顾客还可以在这家主题商店里将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独家开发和设计的商品

收入囊中，例如以度假区备受欢迎的景

点为主题而设计的商品，以及将迪士尼

元素和中国文化相融的“复古上海”系列

商品。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商店苏州奕欧来

店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度假区外开设

的第三家、上海以外开设的第一家主题商

店，前两家商店位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内。

苏州首家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商店开业

新华社杭州电 在杭州余杭艺尚小

镇，几十幢颇有极简主义风格的小楼高低

错落在优美的东湖公园畔，小镇客厅、艺

尚咖啡馆、魔盒无人智能零售体验店……

在这 3 平方公里的小空间里，体现了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理念，集聚了

23家企业总部，引进 24个国内外顶尖设

计师，引领浙江省时尚产业发展。

自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开展3年以来，

特色小镇日益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新

平台，实现了小空间大集聚、小平台大产

业、小载体大创新。

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级

命名小镇和创建小镇建设总面积达147.3
平方公里，用约占全省建设用地 1.13%的

空间，承载了全省 6.8%的项目投资，创造

了全省约 4.6%的总产出，贡献了 4.4%的

税收收入。其中有10个小镇总产出超百

亿元，6个小镇税收超10亿元。

浙江特色小镇始终聚焦七大万亿产

业和历史经典产业，重点支持数字经济、

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集聚创

新要素，已培育创建了一批具有标杆性、

示范性、引领性的特色小镇。

从举办云栖大会到未来智造创新基

地的落户，西湖云栖小镇正在不断积聚云

计算大数据产业的要素资源，欲打造成中

国云计算产业的高地。落户小镇的新技

术企业达到 878家。首批入驻的大数据

企业“数梦工场”，3年来已成长为规模超

千人、估值超10亿美元的行业龙头。

还有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余杭梦

想小镇、诸暨袜艺小镇、桐乡毛衫时尚小

镇等一批小镇，用特色小镇理念实现工业

园区、区域块状经济、专业市场新旧动力

转换，成了创业创新者的新天堂。

“这个速度，太让我意外了！”日前，接

到诸暨现代环保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管委会代办员的电话，浙江洁利达暖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赞叹不已。从 7月摘

得高新区里的一块工业用地，到拿到施工

许可证，他总共只等了26天。

“洁利达暖通”项目的高效落地，得益

于浙江省正在推广的“标准地”改革。今

年以来，浙江省全面推广工业项目“标准

地”制度，通过政府事前定标准，企业对标

竞价、按标施建，政府对标验收，以市场化

手段引导企业按需拿地、招引遴选高质量

项目落地。

“标准地”改革是浙江的首创性工作。

“标准地”是指在完成相关区域评估的基础

上，带着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容积率、单位

能耗标准、单位排放标准、亩均税收等至少

5项基本指标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

此前，企业投资项目用地的行政审批

环节多，耗时费力且效率不高，一直为项

目投资者诟病。去年 8月，根据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德清县率先探索开展“事前

定标准、事后管达标、亩产论英雄”的企业

投资项目“标准地”试点。

“标准地”改革推动了企业投资项目

审批减前置、减环节、减流程、减时间。

拿下全省第一块标准地的浙江启聚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柏林对此体会尤

深：“以前企业拿下一块地，光跑各种证就

要大半年时间。现在，只要跑一次来参加

竞标，各种证照政府都给你办好。”

在寸土寸金的当下，推出“标准地”不

仅能更好地服务企业，还能引导、倒逼企

业转型升级。德清县国土局有关人士告

诉记者：“一家年税收预估在 1500万元的

企业，如果想要 100亩地，就不符合‘亩均

税收 30万元以上’这项要求，这就需要企

业通过自身‘提档升级’增加亩均税收。”

据悉，德清工业项目“标准地”亩均税收指

标超过 37万元，是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亩均税收的3.14倍。

记者从浙江省发改委了解到，至今年

9月30日，全省省级以上平台共出让工业

项目“标准地”383宗、24281亩，占省级以

上平台新批工业用地总宗数的62.99%、总

面积的66.19%，已提前达到省政府确定的

不低于30%按照“标准地”制度供地目标。

眼下，“标准地”改革已在浙江省全面

铺开。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标准地”改革，“标准”在先，从源头上消

除了项目不实、不清、多变等问题，破解了

因环境准入等问题导致的项目无法落实

难题，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以及落后产能

等项目，选出高科技、高产出的好项目；监

督在后，强化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和要

求，健全事中事后项目监管，政府服务方

式大大转变。 据《浙江日报》

金秋时节，国家级如皋开发区“氢”风

扑面。9月 21日，中国首座特色“氢能小

镇”控制性规划方案和氢能产业园规划评

审会同时举行。10月下旬，第三届国际氢

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又将在这里开幕。

如皋正以“特色”打造高质量发展“亮

色”，一个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群正加

速崛起，引领打造中国乃至全球首个氢能

之都。

“氢”风劲吹
崛起特色新能源产业群

9月 21日中午，一辆载重 7.6吨的物

流车停在如皋开发区百应能源新厂区里

加“氢”。不远处的装配车间内，十几名工

人正忙个不停，每天 25台氢能源物流车

在这里组装成型。看着梦想一步步变为

现实，总经理陈融感慨不已，“正是当年走

廊里的一次畅谈，让我和如皋开发区结下

不解之缘。”

几年前，得知陈融等专家有意将氢燃

料研究成果从美国实验室带回国内一线

城市发展，如皋市委常委、如皋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马金华专门赶赴一场新能源

论坛，并在会场外的走廊里与陈融紧紧握

手，以最大诚意打动百应能源落户。目

前，百应能源成为世界上唯一全面达到美

国能源部制定的2015年燃料电池技术指

标企业，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公交

车已投放市场，在国家工信部公告名录上

拥有两张“通行证”。今年，随着新投资扩

建的厂房投入使用，30KW燃料电池系统

的月产能将从500台增加至1500台。

与百应能源同时入驻的，还有深圳陆

地方舟——我国最早从事新能源汽车核

心技术研发及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该项目在如皋全部建成后将实现产

值300亿元，有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新能

源汽车行业龙头。

“氢”风劲吹，带动一批批国内外新能

源车队加速驶进这片热土。目前，如皋开

发区已集结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 20 多

家，其中整车生产企业 6家，年产能近 30
万辆，具备年产 6000套燃料电池系统能

力，产业化水平国内领先。一个千亿级产

业群正在快速崛起。

“龙头”昂起
小县城赢得国际话语权

尽管距离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

池汽车大会开幕还有好几天，但如皋开发

区早已成为全球氢能源业界的聚焦点。

“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被誉

为新能源领域的‘达沃斯论坛’，全球业界

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都以能与会为荣。”

如皋氢能产业园管委会主任赵巍介绍，去

年在这里举办的第二届大会，原定800人

的规模，结果从世界各地赶来1200多人，

今年报名人数超过2500人。

如皋正逐渐赢得新能源领域国际话

语权。2016年，如皋组织召开中国氢能

产业发展峰会，承办全国燃料电池标准化

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受伦敦市政厅邀

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零碳公交大会。今

年上半年，以如皋为主推动“长三角氢走

廊建设发展规划”和“长三角氢经济一体

化规划”编制。“今年起，如皋开发区将成

为国际燃料电池汽车大会永久会址，这意

味着如皋成为这一领域的龙头！”马金华

自豪地说。

一座小县城，何以受到新能源国际大

会的青睐？

“这得益于如皋‘醒得早，起得快，走

在前’。”如皋市市长何益军介绍，作为目

前全国涉足氢能产业最早、企业集聚度最

高地区之一，如皋是国内唯一被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授予“氢经济示范城市”的城市，

唯一将氢经济作为战略优先发展产业并

全力推动的城市，唯一的国际氢能和燃料

电池协会发起单位城市，唯一建立起较为

完整的氢能上下游产业链并确立高效推

进体制的城市。

开路“先锋”
引领构建长三角氢能走廊

“原来氢能就在我们身边。”周末，市

民徐培璐参观完如皋开发区氢能规划体

验馆后感叹，“烧水做饭、城市照明、交通

出行，都能用氢能源，100%无污染，未来

城市原来是这样的。”

氢能正在悄然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如

今，共享汽车、公交车、小货车等绿色牌照

的新能源车遍布如皋大街小巷。今年上半

年，如皋在全国县级市中开通首条氢燃料

公交线。“几乎没噪音，空间大，没有尾气污

染，感觉非常好。”家住城南街道的市民丁

建龙说，他现在上下班都坐氢能源公交。

在如皋开发区益寿路上，一座加氢站

格外繁忙。“这是神华集团去年建成并投

入使用的国内首个商用加氢站。最快 3
年，南通每个县市区将至少拥有1座加氢

站。”马金华介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上

海市科委、如皋市政府已形成共识，谋划

建设以上海、南通为中心，南连浙江、西达

鄂皖、北抵山东的“长三角加氢走廊”，共

同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区域化应用。

在这几条走廊上，落户如皋开发区的

美国安思卓新能源公司开发的移动式制

氢加氢车先行一步。“我们研发的移动式

制氢加氢一体机，可以在氢能源车辆通道

上实现移动‘加油’，就像空中加油一样，

扩大行驶半径。”公司负责人倪海宁介绍，

制氢原料是最为普通的水和电，相比煤和

化工原料制氢，既方便可得、又环保节能，

市场前景看好。

在如皋，氢能正加速走入寻常百姓生

活。马金华介绍，如皋开发区将崛起一座

4.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5万的“中国

氢能小镇”，目前已入选省特色小镇名

录。“氢能将作为保障整个小镇正常运营

的主要能源，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 据《新华日报》“标准地”撬动浙江高质量发展
省级以上平台新批工业用地逾六成为“标准地”

顾客可以在苏州主题商店里购买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独家开发和设计的商品。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供图

如皋开发区崛起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群

“氢”动能助力“先锋”加速起跑

浙江三年诞生10个百亿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