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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西成高铁开辟西部发展新格局
要要写在西安至成都高铁通车之际
要

野城阙辅三秦袁风烟望五津遥冶唐代诗人王
勃昔年送友入川袁将长安到蜀州比为野天涯冶遥
千百年来袁 逶迤的秦岭巴山一直是阻碍西部
联通外界的天堑遥
2017 年 12 月 6 日袁西安至成都的高铁列
车呼啸穿过秦巴山脉袁 开辟了中国西部发展
新格局院西北西南快速通联袁推动中国南北交
通格局之变曰5 万亿元经济总量的野成渝西冶城
市群浮出水面袁带动西部经济格局之变曰中国
涉及省份最多的秦巴山集中连片 野五星出东
方利中国冶袁早在 2000 年前袁织有此八字的汉
代蜀地织锦护臂就出现在了西域地区遥如今袁
西安至成都的高铁袁穿越秦岭袁让历史上的丝
路起点和制造业中心紧密野握手冶相连遥在奋
进的新时代袁 西部正在以昂扬的姿态袁 践行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走在中国西向开放的前沿遥

穿越秦巴山 打通南北新通道
秦岭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淮河线袁中
国南北地理分界遥秦并巴蜀尧刘邦兴汉尧魏蜀
争锋尧唐玄宗避野安史之乱冶噎噎千古兴亡多
少事袁绕不开巍巍秦岭遥盘旋于悬崖绝壁上的
古栈道袁已数不清多少次毁于战火袁诉说着行
路之难遥
时光如白驹过隙袁 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已昂首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袁 国力的不断
增强袁为破解千古蜀道难提供了历史机遇遥川
陕两省人民与铁路建设者 5 年的汗水袁 换来
了秦巴山脉第一条高速铁路的通车袁 西安至
成都的铁路通行时间由过去的 11 小时缩短
至最快约 4 个小时遥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野八纵八
横冶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西成高
铁与大西高铁共同形成华北至西南地区的新
通道袁连接华北尧西北尧西南地区袁贯通京津
冀尧太原尧关中平原尧成渝等城市群遥通过郑西
客专尧京广客专相连袁成都至北京的铁路通行
时间从现在最快的 14 小时压缩至 8 小时左
右袁四川盆地北上高速铁路彻底打开遥
知名区域经济学家杨继瑞表示袁 随着西
部加速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袁 成都要重庆实
现野1 小时交通圈冶曰西安尧昆明尧贵阳尧兰州等
西部中心城市未来有望形成野4 小时交通圈冶曰
由此推动西部形成连接京津冀尧长三角尧珠三
角的野8 小时交通圈冶遥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袁 成都和西安作为
我国南北丝绸之路的起点袁 加上今年 7 月开
通的宝兰高铁袁 与已建成通车的西安要宝鸡
高铁尧兰州要新疆乌鲁木齐高铁相接袁形成了
一条从成都-西安-乌鲁木齐延绵 3000 公里
的野高铁丝路冶袁我国向西开放的道路将更为
顺畅遥

连通野西三角冶 打造野第四增长极冶
翻开西部经济地理版图袁重庆尧成都以超
过万亿元的体量领跑袁6000 多亿元体量的西
安紧随其后遥西成高铁让成都尧重庆尧西安这

12 月 6 日袁西成高铁由西安北站驶出的列车经过西成高铁跨西宝高铁特大桥遥该桥是出西安北站的第一座特大桥遥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野西部黄金三角冶从概念走向现实袁宣告中国
西部大开发进入野城市集群发展冶新阶段遥
野将西部地区三大城市整合在一起袁完全
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区遥冶陕西省城市经济
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说袁野它既连接西部袁
又连接长江经济带袁有望成为继环渤海尧长三
角尧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第四增长极遥冶
速度的改变必将带来资源配置方式和生
产要素布局的改变袁随着销售半径的变化袁原
有的优势和劣势都可能发生转换遥 成渝西今
年初同时跻身国家第三批自贸区曰 西安和成
都以野西飞冶和野成飞冶为代表的军民融合产业
合作空间广阔曰 成渝西跃升为西部城市物流
三大增长极袁折射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遥
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赵锐认为袁西
成高铁与成都尧重庆空港尧水港的连接袁未来
的 野西三角冶 城市群必将迎来产业融合的大
潮遥
野春江水暖鸭先知冶袁 嗅觉敏感的企业早
已发现西部经济格局之变带来的商机袁 今年
来四川江油市洽谈合 作的 陕西企 业猛 增至
200 多家袁 仅旅游企业一个星期就来了 40 多
家遥 陕西竹园嘉华控股集团公司在江油投建
的野青莲国际诗歌小镇冶2016 年旅游人次突破
百万袁野高铁通车后客流量还将翻番遥冶公司董
事长周素琴信心满满遥
西成高铁串起颗颗明珠袁 沿线城市纷纷
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遥汉中尧广元尧绵阳尧德阳
都有望在野关天冶与野成渝冶城市群扩围过程中

占据领先优势遥 华侨城尧 赛伯乐尧 中国重汽
噎噎大型企业纷纷在沿途三四线城市布局谋
篇遥
随着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深入推进袁西部城
市群未来还将拥有更大空间遥 四川省社科院
党组书记李后强表示袁 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
完善袁成都尧重庆尧西安尧昆明尧贵阳五大中心
城市未来有望构成野钻石经济圈冶袁打造野一带
一路冶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区遥

串起脱贫路 秦川巴蜀展新颜
野一夫当关尧万夫莫开冶已成往事袁固国之
本不在天险而在人心遥 高铁开进秦巴山集中
连片贫困地区袁 西部人民看到了追赶时代脚
步的希望袁迸发出全面决胜小康的新激情遥
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青川积极争取尧 自筹
资金袁以野愚公移山冶的劲头在 2 个月内削平
了两座山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座高铁车站遥刚
从外地回老家工作的陈玲满脸激动与自豪院
在山区小县也能真切感受到国家的进步了浴
在紧邻西成高铁朝天站的四川广元市朝
天区转斗乡袁野山菇娘冶 农副土特产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安康正抓紧装修新的土特产店院
野我们力争在高铁通车前开业袁以后乡亲们的
土特产不愁销路了遥冶而与广元相邻的陕西宁
强县袁 种茶已有 20 年的王有泉也打算改造
2800 亩茶园院野我们离高铁站只有 2 公里袁茶
文化馆和博物馆建好后将带动 500 个贫困户

脱贫遥冶
西成高铁被沿途许多地方视为脱贫奔小
康的最大机遇遥 许多山区县招商部门的工作
人员摩拳擦掌尧感慨万千院过去企业考察往往
没有下文袁如今来咨询的应接不暇袁各地都憋
足了劲找项目遥
全面决胜小康仅剩不到 3 年时间袁 对秦
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而言袁 高铁的开通无疑
是新的起点遥 如何在巨大机遇前保持理性思
考袁 及时审视城市群尧 经济圈等新事物的冲
击尧带动袁是西部急需解答的一道考题遥
纵观国内外高铁经济的发展袁 无不是从
理念转变开始遥 日本新干线坚持城市群职能
分工尧产业协作袁推动野东海道经济带冶取得巨
大成功曰武广高铁开通后袁鄂粤湘建立省级对
话尧共同开发和利益补偿机制袁带动武广经济
带迅猛发展噎噎
作为秦巴山脉的核心地带袁 川陕渝拥有国
家中央公园尧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等丰富自然资
源袁 更有着以成渝西为代表的雄厚产业基础和
对外开放窗口袁野万事俱备袁只欠东风遥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院野必须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的发展理念遥冶
这为西部新格局指明了发展路径遥 西部城市
群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袁 审视人流尧物
流尧 资金流尧 信息流成倍增长带来的共赢空
间袁坚持以五大理念推动竞争走向竞合袁才能
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下好野先手棋冶袁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遥
渊新华社冤

再也不用野人困马乏冶赶路了

川陕自古早相连

一道袁推动景区间的营销互动尧线路互通尧信息互
享和客源互送袁构建支撑川陕尧辐射周边尧连接海
内外的大旅游圈遥
野西成高铁的开通袁使得成都尧西安周末 2 日
游的订单量大幅增加遥冶四川省野十佳金牌导游冶
卫美佑说袁周六早上前往江油袁参观李白故里袁或
者去剑门关实境体验野蜀道难冶袁再乘上西成高铁
当晚到达西安古城看夜景曰次日袁从西安回民街
的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馍开始游览大雁塔尧大唐芙
蓉园袁感受盛唐的歌舞文化袁下午前往秦始皇兵
马俑博物馆袁到华清池袁听听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袁
游完便可返回成都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王吉玲 丁泽平 记者 庄媛冤记
者近日从九寨沟县相关部门获悉袁截至 11 月 30 日袁九
寨沟县各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约 2 亿元信贷资金进入
灾后重建领域袁其中扶贫再贷款 1.1 亿元袁重点支持涉
旅企业灾后旅游产业重振和个人灾后恢复生产生活遥
据悉袁 为加大金融对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与服务
力度袁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袁银监尧保监尧证监会四川分局
及省金融工作局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与服务措施袁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追加 5 亿元扶贫再贷款额度袁 专项
支持野8窑8冶九寨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遥人行阿坝州中心
支行和九寨沟县支行积极指导辖内金融机构袁 实时跟
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和产业推进情况袁 为灾后恢复重
建主体提供高效尧低成本的信贷支持服务遥随着灾后恢
复重建项目全面铺开袁 将会有更多信贷资金进入灾后
恢复重建领域遥

审单放行实施满月
四川约 6 成货物野秒通关冶
四川经济日报讯 以前袁 严格的检验检疫手续成
为企业通关的野负担冶遥作为推进贸易便利化的重大改
革袁自 11 月 1 日起袁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全面实行检
验检疫野审单放行冶新模式遥记者昨日从四川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袁 一个月来袁 全川共接受出入境报检共
3029 批袁实施审单放行的 1796 批袁占比近 60%袁约 6
成货物实现野秒通关冶遥
而按传统模式袁 每一批报送的货物都要租用集装
箱吊柜遥按审单放行模式袁出入境货物通过审单合格后
即报即放袁当月出境全流程时长 0.02 天袁入境全流程
时长 0.03 天袁大大加快了通关放行速度遥与此同时袁实
施审单放行的 1796 批货物不用再租用吊柜遥按每个吊
柜费用 300 元/箱估算袁 仅此一项可为企业节约成本
60 余万元人民币遥
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袁按新模式袁四川大部
分入境货物口岸查验比例降低均超过 50%遥 其中袁服
装尧净水器等产品现场查验率比例降低超过 90%袁葡萄
酒尧啤酒等产品现场查验率比例降低超过 80%袁入境数
量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配件尧笔记本(掌上)电脑等产品
的现场查验率比例也降低超过 60%遥
渊曾小清)

至 9 日全省大部分城市
空气污染状况为良至轻度污染

首条公路袁成都和西安相连袁当时仅限于物流
与交通往来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1952 年袁宝成铁路动工袁成
都到西安要经历漫长的 16 个小时袁 这时两地
交往渐渐熟络起来遥
野如今开通西成高铁袁 两地经济和文化的
交流将进一步融合遥冶袁庭栋列举袁都江堰建造
者李冰入蜀袁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经验袁同时带
来钢铁冶炼技术等袁而在语言尧文字等方面都
有了极好的融合遥现在四川人说的醪糟尧锅盔尧
凉粉袁其实都是陕西话遥

引爆两地旅游热
野西成高铁开通了袁 西安的火锅店都要关
门了浴下班直接去成都吃正宗的浴冶陕西网友们
的打趣袁 也暗合了沿线站点城市政府的心思院
竭力抢占高铁旅游商机袁助推地方经济发展遥
11 月 29 日袁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陕西旅
行商合作交流会在西安市举行袁100 余家旅行
社齐聚袁引爆川陕两地旅游热遥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
郑光杰说袁西成高铁的开通前所未有地拉近了川
陕两地的时空距离袁 为旅游合作提供了无限空
间遥他期待能够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尧华清宫尧华
山等陕西精品景区及本地有影响力的旅行商们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易陟冤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袁攀枝花市尧广元市尧巴中市近日被人社部评为全国
第二批社会保障卡综合应用示范基地袁 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其社保卡应用工作经验遥加上 2016 年首批获批的
宜宾市袁 我省已有 4 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卡
综合应用示范基地遥
据了解袁 自第一批社保卡综合应用试点示范工作
启动以来袁所有试点地区均在基础记录和查询尧养老保
险尧医疗保险等业务中广泛应用社保卡袁大部分地区建
立了部门间协作机制袁 施行了相关应用流程袁 接口规
范遥日前袁人社部确定 38 个地区为第二批社会保障卡
综合应用示范基地遥而我省攀枝花市尧广元市尧巴中市
在社保卡应用项目开通尧服务体系建设尧工作机制形成
等方面均有较大进展袁 广泛应用于基础记录和查询等
人社业务袁积极拓展其他行业应用袁充分发挥了试点先
行尧创新引领尧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遥
近年来袁全省各级人社部门以野省集中尧一卡通冶为
切入点袁加强信息化建设袁扩大社会保障卡发行规模袁
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卡综合应用袁 为服务对象提供全方
位尧多层次尧立体化的人社公共服务遥截至 11 月末袁全
省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达 5770.27 万人袁 覆盖全省
70.3豫的常住人口袁 同时已为 8.53 万跨省异地就医备
案人员发放了社会保障卡遥

2 亿元信贷资金
已投入九寨沟灾后重建

延伸阅读>>

野金牛道是 1.0 版本袁 川陕公路是 2.0 版本袁
宝成铁路是 3.0 版本袁 而西成高铁就是 4.0 版
本遥冶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告诉记者袁西
成连接古来有之袁如今更是锦绣繁华遥
早在新石器时代袁成都和长安渊现西安冤两
地之间就有了蜀道相连袁从陇西尧天水尧西安尧
宝鸡袁到汉中尧广元昭化尧剑阁等地袁这条连接
关中尧汉中和成都平原的道路袁就是最早的蜀
道要要
要金牛道遥这条金牛道袁就是现在被大家
最为熟知的西安和成都的连接通道遥
1937 年袁川陕公路全线开通袁成为出川的

我省再添三个
全国社保卡综合应用示范基地

昨日早上 8院45袁首趟从成都出发的西
成高铁 D4252 次列车从成都东站出发袁穿
越秦岭山脉袁当天下午 1:00 整到达西安遥
成都铁路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首发
列车全部满员袁共计 1226 人遥在首发列车的
5 号车厢里袁 西成高铁的厨师长为旅客送上
了成都与西安的名小吃袁钵钵鸡尧肉夹馍尧冒
菜尧羊肉泡馍噎噎美食的香味充满车厢遥
多名川剧文化表演者为旅客献上精彩
表演袁 江油市川剧团团长刘长青扮成 野李
白冶表演了一曲叶李白邀月曳遥川剧变脸大师
的精彩绝活赢得阵阵喝彩遥

野西成高铁开通了袁我们一家准备去西
安耍一周遥冶张先生笑着说袁因带着孩子袁不
愿意长途折腾袁 西成高铁三个多小时票价
只要 263 元袁比坐飞机便捷实惠遥
野我家在西安袁我在成都工作袁西成高
铁开通后袁 我再也不用坐十多个小时火车
了袁这让我的双城生活更加便捷了遥冶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华高兴地秀出首发车
票说袁以前几周才回一趟家袁现在当天可以
打个来回袁再也不用野人困马乏冶赶路了遥
图为川剧变脸大师表演变脸绝活遥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摄影报道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廖振杰冤记者昨日从省
环保厅获悉袁受持续静温尧逆温等不利污染气象条件
的影响袁12 月 5 日袁 四川省盆地城市出现了区域性污
染过程袁 全省 21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 PM2.5 的日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74 微克袁 较前日升高了 16.2%遥
截至 6 日 16 时袁自贡尧宜宾尧内江尧雅安尧广安 5 市为
轻度污染袁其余城市为良或优遥
省环境监测总站预计袁7 日袁盆地西部和南部局部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袁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
染曰8 日袁盆地西部和南部部分尧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曰9 日袁盆地西部和南部大部城市尧东北部
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遥
省环保厅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的变
化袁 在空气质量较差时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袁关
好门窗袁多喝水袁少吃刺激性食物袁外出时请戴好口
罩袁做好健康防护曰同时请节约能源袁低碳出行袁对企
业尧工地尧露天烧烤和焚烧等污染空气的违法行为进
行监督袁共同为空气质量的改善作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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