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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 3 周年实地探访记

4
版

2 月 19 日，一艘货轮行驶在长江湖北省秭归
县江段。随着气温回升，长江三峡两岸山花次第开
放。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西南 40 多公里的红土地
镇，因独特的地貌和气候发育而成的红色土壤而闻
名。 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春到三峡 壮美红土

左图：一辆汽车经过平宝线天津蓟县和北京平谷区交界处的限宽路障（2014 年 4 月 2 日摄）；
右图：平宝线天津蓟县和北京平谷区交界处的道路整修完毕，一辆轿车从天津驶向北京平谷区（2015 年 7 月 24 日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省市交界处的“断头路”和限高、限宽的“限行路”正逐渐被疏通。
3 年，1090 多天，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3 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实地探访 3 省市后感受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性工程，在这“一
瞬间”已经实现良好开局，古老的京畿重地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茫茫九派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
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三年来，从顶层设
计到全面实施，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
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京津冀协同发
展这一历史性工程积极推进，开局良好。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三周年前夕，
新华社记者深入走访京津冀三地政府、园区、
企业、村庄，对话各级官员、权威专家、企业
家、群众。新华社开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
行”专栏，全方位反映这三年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进展成就和经验启示，展望这一重大国家
战略实施的壮丽图景。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邓
华宁、罗江、吴茂辉)冬交会
订单突破 500 亿元、冬季瓜
菜与热带瓜果销售额均达到
两位数增长，农业产值去年
增长 4 . 3% ……海南通过推
进供给侧改革，做强做大特
色高效农业。

调优农业结构

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2 月，“南菜园”海南绿
意盎然，出岛瓜菜迎来上市
高峰。据海南农业部门统计，
冬春两季，全省瓜菜产量
478 万吨，产值 143 亿元，同
比增长 22%；热带水果全年
产量 284 万吨，产值 131 亿
元，同比增长 10%。

记者在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的坡田洋看到，菜架上的
苦瓜、豇豆等长势喜人。菜农
忙着采摘、装车，送到各地市
场。菜农林章第说，豇豆遇低
温霜冻会停止生长，每年冬
春有 2 个月时间，全国只有
海南南部市县可露天种植豇
豆。

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水
条件，以及不断丰富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海南成为全国
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

“去年 12 月的冬交会
上，三亚南鹿莲雾、澄迈桥头
地瓜、北纬十八度红心火龙
果、陵水美月西瓜等 25 种共
392 万吨优质农产品，1 小
时内被客商抢购一空，成交
额达 255 亿元。”海南省农业
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说。

近年，海南调减低效作
物种植面积，为发展热带高
效农业腾出发展空间。2016
年，全省调减 15 . 2 万亩甘
蔗，发展热带水果、冬季瓜
菜等高效替代产业；推动低
产 胶 园 改 种 高 效 经 济
林……

海南农垦积极布局热带
高效农业。去年一年，海南农
垦相继组建了茶业、胡椒、果
业、草畜、南繁等 7 家专业化
产业公司。其中，茶业集团实
现净利润 657 万元，同比增
长超 12 倍；草畜集团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 2 亿元，净利润
翻了两番。

培育“瞪羚群”引领农业科技创新

一株株植物看似普通，摘下一小片叶子，立刻散发
出浓郁香气……这些奇异的芳香类植物有着独特的名
字：罗勒、百里香、迷迭香、甘松……

海口“香世界庄园”农庄总经理陈宝迪说，芳香植
物的价值正在被挖掘，比如香草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激
凌，所需的原料香荚兰，一根枝条市场价就要七八元，
亩产二三十万元很平常。“别看我的农家乐不大，2016
年接待 10 多万游客，解决了 100 多名农民就业。农庄
最近又与 3 个村签订了协议，带动农户种植几千亩芳
香植物。”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业界通常
将高成长中小企业称为“瞪羚企业”，近年，海南孵化出
一批拥有专项研发能力、快速成长的“瞪羚企业”，带动
农业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乐东县普英洲花卉公司成功移栽的非洲金钱树，
春节旺季亩均销售额达到 30 万元。在普英洲带动下，
2016 年乐东金钱树出口突破了 1000 万美元，已成为
当地农业产业化的“领头羊”；陵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里，新培育的西瓜品种，可以像苹果一样削皮吃，
这座占地 5000 多亩的基地，有机农产品供不应求，亩
产效益近 30 万元……

据统计，2016 年海南创建了 20 家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培育了一批现代农业龙头企业，新认证特色
热带农产品 100 个。

加速产业融合推进转型升级

时下是海南旅游旺季，细心的游客会发现，海南旅
游“南热北冷”的格局正悄然改变。海南北部地区打出
了休闲农业旅游牌，农村二三产业向特色农业小镇和
产业园区集中，形成产业融合新载体、新业态。

海口秀英石山互联网小镇是一个旅游新热点。依
托当地地质条件，石山小镇发展石斛、金银花、壅羊、山
鸡等产业，包装打造一批名优产品。同时运用互联网技
术搭建电商平台，建立大数据管控中心，建立从农资到
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
食品安全。

儋州雪茄风情小镇是海南“特色农业+三产融合”
的一张靓丽名片。这个 2010 年落地的项目，使当地告
别水稻、花生、甘蔗等传统农业种植，打造中国雪茄精
深加工原料基地，建设雪茄文化和雪茄风情小镇。

该项目助力当地精准扶贫，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爽泾说，项目落户以来，当地农民
收入翻倍。

截至 2016 年底，海南休闲农业企业已发展到 259
家，营收达 12 亿元，带动就业 3 . 3 万户，实现人均收
入近 2 万元。

海南省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海南要将热带高
效农业打造成富裕农民、服务全国、绿色崛起的“顶
梁柱”。

海
南
做
强
做
大
特
色
高
效
农
业

据新华社昆明 2 月 19 日电(记者庞明广、丁怡全)天刚蒙蒙
亮，中越边境云南段的河口口岸已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辆
辆载满水果、蔬菜、海鲜的货车已早早地抵达口岸，等待通关。

河口的繁荣是近年来云南对外开放成绩的缩影。乘着“一带
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发展东风，云南正发挥肩挑两
洋、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向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的目标迈进。

互联互通 释放区位优势

“晚上在昆明装货，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河口。”做蔬菜、化肥
外贸生意的云南河口强仙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仙说，从昆明
到河口，如今既通高速公路又通铁路，“路程缩短了十多个小时，
以前要跑上一整天。”

河口口岸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中越边境
云南段最大的口岸。交通升级让河口口岸焕发出勃勃生机：
2016 年，口岸货运量达 309 . 7 万吨，贸易额达 106 . 3 亿元，两项
指标均创新高。

云南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打开地图来看，云南与缅
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约 4060 公里，地处我国面向
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周边经济圈的关键位置。近年来，云
南围绕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狠下决心，投入重金，着力打造路网、航空

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五大基础设施网络。
捷报纷至沓来：昆明至曼谷公路全线贯通，昆明连接缅甸、

老挝和越南的干线公路云南境内全部建成高等级公路；沪昆高
铁全线开通，昆明至波兰罗兹的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双向对
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通航 148 个城市，成为中国飞往南亚、东
南亚航线最多的机场之一……

外贸升级 鲜花、汽车卖出国

据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云南 2016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1323 . 2 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云南正加
快外贸转型升级的步伐，商品结构日趋优化，贸易伙伴也更趋
多元。

从外贸数据不难看出，云南的鲜花、咖啡、汽车、摩托车等劳
动、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取代有色金属、化肥等资源型产品的出
口地位。以鲜花、咖啡等为代表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如今已成为云
南出口的优势产品，2016 年出口额超过 40 亿美元，位居全国第
六、西部第一。

除了高原特色农产品，汽车、摩托车等工业产品也登上了云
南的出口名单。2015 年 7 月，北汽云南瑞丽公司所生产的汽车
正式下线，项目规划产能达 15 万辆，所生产的越野车、皮卡车等
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南亚市场。

出口产品越来越高端，云南的外贸伙伴也更趋多元。据云南

省外办介绍，云南省对外贸易伙伴已由 2013 年的 1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拓展到 2016 年的 230 多个。云南还在海外设立了 23 个
驻外商务代表处，实现了南亚、东南亚全覆盖。

深化交流 实现共赢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云南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作用
正从贸易往来逐渐拓展到人文、教育、旅游、医卫、基建等多个领
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共赢发展。

已举办四届的中国-南亚博览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
国家开展多边外交、经贸合作、信息发布和人文交流的战略性平
台。2016 年举办的南博会共签订投资合作项目 590 个，涵盖旅
游、能源开发、基础设施、教育、环保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 9200
多亿元。

云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也不断加强。2015
年，云南各级各类学校共接收各类外国学生约 2 . 26 万人。其
中，高校招收留学生约 1 . 2 万人，招收外国留学生总数在全国
各省区中排名第 11 位。云南高校与国外合办的孔子学院、孔子
课堂已有 12 所。

“中国文化非常有吸引力，在中国留学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
常美好的印象。”曾在红河学院留学的越南学生高贵阳说，随着云
南与越南贸易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越南学生选择来云南学习。
“有在中国的学习经历，毕业生回国后非常抢手，就业形势很好。”

云南：从西南末梢走向开放前沿

■新华时评
近日，云南省旅游系统一名处级干部

在微信群中发声，把记者比作“苍蝇”，抱
怨媒体对云南旅游乱象的监督报道是“炒
作”。

尽管这名干部所在单位连夜发表声明
称这纯属其个人言论，但此事确实暴露出
一些地方个别干部仍然对舆论监督感到不
适，甚至把来自媒体客观公正的批评视作
挑刺儿、找茬儿。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
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
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
分析客观。

基于事实、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无疑
有利于帮助政府部门履职尽责，促进党员
干部勤政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舆论监督
在帮助各级政府部门纠正偏差、完善制度、
改进工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大党员干部要明白监督利剑高悬是确保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要条件，要努力适
应舆论监督的常态化，树立阳光心态，把舆
论监督视为镜鉴。

实践证明，通过舆论监督对问题发现
得越及时、越深入，就越有利于各级政府部
门堵塞漏洞、改进工作。反之，面对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采取鸵鸟政策，甚至“捂盖
子”，则不利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甚至贻
害无穷。

对媒体而言，批评性报道尤其要守住
真实客观的底线，既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
“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彻底否定一个地区、
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努力与成就，也不能
对“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式的丑恶现象
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
下，党员干部都应有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
心胸和勇气，借监督之力帮助自己化解矛
盾、澄清谬误、改进作风、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水平，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记者字强)新华社昆明 2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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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阳：“水墨江南”农村回迁房

空中俯瞰白墙黑瓦的东梓关村新建回迁房，与其它未改建的农村房屋形成风格鲜明对比（2 月 17 日摄）。

近日，一组位于杭州富阳区东梓关村的农村回迁房的建筑组图“点燃”微博，不少网友赞其“如诗如画”，称其为“吴冠中
笔下的水墨江南”。

该民居群共有 46 栋房屋，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安置房，村民们只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购买，就可以从年久失修的老房
子里搬入新房，房屋户型面积大约在 290 平方米至 340 平方米之间。

据设计师介绍，该民居的设计的确受到了吴冠中先生画作的启发，运用白墙黑瓦，错落布局，来体现水墨江南的感觉。

在外观上走“写意路线”，对传统要素进行了现代转换，对“杭派民居”的风格进行了抽象表达。

据悉，东梓关村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是杭州市确立的首批 14 个“杭派民居”示范村之一，市政府出资予以补助。

大天井、小花园、高围墙、人字线等是杭州建筑的传统特色。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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