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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和啟蟄，品物皆春。

2月22日，隨着悠長的汽笛聲劃破清晨的寧

靜，一列滿載哈薩克斯坦優質小麥的回程班列

順利抵達位於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頭屯

河區）【以下簡稱經開區（頭區）】的烏魯木

齊國際陸港區（以下簡稱陸港區）中歐班列集

結中心，這也是中亞地區駛來的首列糧食

回程班列，標誌着陸港區在共建 「一帶一

路」征程上又邁出堅實步伐。

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是以烏魯木齊鐵路西
站國際口岸貿易區、北站商貿物流集聚區、
綜合保稅區為主要區域，以亞歐國際運輸通
道、綜合交通樞紐和國際物流設施平台為基
礎支撐，集成班列集結和多式聯運、國際供
應鏈組織、開放型產業發展和體制機制創新
功能的陸向開放驅動引擎、組織樞紐和產業
高地。

自治區黨委常委、烏魯木齊市委書記徐海
榮在經開區（頭區）調研時曾強調，陸港區
既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五大中心」的
重要承載區，也是建設核心區的重要抓手和
突破口，必須充分發揮好陸港區的獨特優勢
來推動高質量發展。

「2018年，我們實現了陸港區開發建設、
產業集聚升級、招商引資三個 『歷史性突
破』！」經開區（頭區）區委書記朱剛說。
在陸港區開發建設上，完成總投入25億元
（人民幣，下同）， 「集貨、建園、聚產
業」取得明顯成效。集貨能力顯著增強，一
年來，陸港區創新集拼集運班列模式，與國
內外重要港口城市達成戰略合作協議，與疆

內物流節點城市共建國際陸港體系，西行班
列線路達到20條，覆蓋歐亞18個國家、25個
城市，全年開行中歐班列突破1000列，躍升
到全國第3位，同比增長40.8%，貨運量突破
150萬噸。功能平台不斷完善，綜合保稅區
封關運營，鐵路口岸連年臨時開放，保稅倉
庫獲批，肉類進口口岸開展業務，場站實現
「全天候」 「一條龍」服務。
園區建設穩步推進。2018年，經開區（頭

區）制定了《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總體發展
規劃（2018-2035年）》《烏魯木齊國際陸
港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
（以下分別簡稱《規劃》和《三年行動計
劃》）並獲得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批覆、
印發。《規劃》明確提出打造全面開放國家
物流樞紐、國際供應鏈組織中心、開放型現
代產業集聚高地、內陸自由貿易核心港區的
戰略定位。確立了總體布局和功能延伸區、
輻射帶動區拓展空間，並規劃以陸港區為核
心樞紐港、以地州中心城市作為區域樞紐
港、以邊境口岸作為口岸門戶港的新疆國際
陸港發展格局。同時，《規劃》還確定了暢
通陸港區雙向通道網絡、提升陸港區基礎載
體效能、推進資源整合與功能協同等8個方
面的重點建設發展任務。從統籌開發建設、
加強資金籌措等四大領域提出規劃實施路徑
及策略。《三年行動計劃》則聚焦《規劃》
近期推進的八項重點工作，確定了43項具體
任務，明確牽頭單位、配合單位、完成時
限。

根據上述文件，陸港區將按照 「集貨、建
園、聚產業」的發展思路，着力提升集貨能
力，加快區域規劃建設，為企業落地聚集創
造良好條件，力爭到2020年建設成為絲綢之

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的重要載體和驅動引
擎，為全疆開放型經濟發展提供引領示範。

此外，中歐班列集結中心擴建工程（一
期）於2018年投入使用，鐵路口岸商務商貿
區項目開工建設。北站資源整合有序推進。
綜保區國際貿易服務區完工，跨境電商清關
中心完成建設。

產業集聚效應凸顯。引進百世物流、華鐵
聯達等知名商貿物流企業90餘家，外向型產
業落地達百億。綜保區新引進企業24家，保
稅物流業務實現零突破，克明面業、中亞食
品、麥康生物相繼投產，百世物流直郵出口
突破百萬單。在德國、波蘭、珠三角、長三
角等國家和地區招商推介成效顯著。2018年
11月28日，在自治區黨委九屆六次全會上，
陸港區被確定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的標
誌性工程。

經開區（頭區）區委副書記、管委會主
任、區長張峻祥說，2019年，經開區（頭
區）將按照自治區黨委抓好 「一港」建設的
部署要求，圍繞 「集貨建園聚產業」的發展
思路，以提升集貨能力、完善功能平台、推
進資源整合、吸引產業落地為重點，培育新
的經濟增長極，將陸港區打造成為絲綢之路
經濟帶核心區的標誌性工程。

一是提升集貨能力，提高班列運行質量。
不斷提高班列貨值、本地貨源佔比和返程重
載率，實現2019年班列開行1000列以上，集
裝箱班列比例達25%，貨量超過160萬噸、
貨值超過260億元。探索建立烏魯木齊集拼
集運集散中心，建立常態化長效化運營模式
和合作機制，推進班列常態化運營。創新服
務模式，打造涵蓋鐵路運輸、便利通關、供
應鏈服務全流程的現代化服務體系，積極開

展運貿一體化業務，加快國內國外兩張網建
設，提供 「一票到底」的 「門到門」 「站到
站」服務，推動更多外貿和物流企業在港區
報關報檢。優化口岸開放布局，推進糧食、
汽車整車和冰凍水產品等進境指定口岸申
報、建設和驗收。推進 「智慧陸港」建設，
實現智能場站平台穩定運行，提升班列集拼
集運信息服務能力和運行效率。

二是加快建園進程，完善功能平台。以鐵
路西站口岸服務產業區為重點，完成鐵路口
岸商務商貿區二期、中歐班列集結中心擴建
（二期）、鐵路口岸集貨區、國際快件中
心、國際紡織品服裝商貿中心綜合配套服務
區等項目建設。推進西站片區資源整合，完
善綜合配套服務，提升商貿物流集結能力。
加快推進北站資源整合，打造集多式聯運、
區域分撥、城市配送、物流金融等為一體的
智慧物流園區。

三是加快產業集聚，打造開放型現代產業
體系。發揮陸港區開放型產業集聚示範引領
作用，立足服務 「一帶一路」，全力推進現
代物流業、國際商貿業、先進製造業和高端
服務業等外向型產業集群。加大招商引資力
度，實施全球招商策略，重點引進產品銷往
中西亞和歐洲市場的生產企業落地。積極推
動與歐亞地區產業合作，探索建立絲綢之路
經濟帶國際產業合作中心。

此外，經開區（頭區）今年還將加快綜合
保稅區建設，拓展發展新平台。推進區港聯
動發展，建立物流組織、口岸查驗、產業招
商協同機制。持續完善基礎設施，推動國際
貿易服務區投入運營。圍繞保稅加工、保稅
物流、服務貿易、跨境電商等重點，規劃打
造產業發展配套區，支撐綜保區功能釋放。

經開區（頭區）作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
區，是烏魯木齊市乃至新疆經濟社會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引擎、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和體
制機制創新的先行區，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中具有重要地位。2018年，全區貫徹創新、
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多
措並舉加快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努力實現
經濟社會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續的發展。全年主要經濟指標中，除
GDP增速為7.6%外，其他均實現了兩位數的
增長。全區綜合發展水平在全國219個國家級
開發區中升居第36位，中國產業園區百強榜
第55位，是全疆唯一進入百強的國家級園
區，也是西北首個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

1月5日，經開區（頭區）區委副書記、管
委會主任、區長張峻祥在第十六屆人民代表
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說，經開區（頭區）今年
將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要求，堅持 「一產上
水平、二產抓重點、三產大發展」，搶抓
「一帶一路」建設和穩定紅利釋放機遇，堅

持穩中求進總基調，以發展實體經濟為着力
點，以創新為支撐，加大調結構、轉方式力
度，推動工業轉型升級、服務業做大做優，
打造全疆高質量發展示範區。

德厚者流光，業勤者流芳。
2018年，經開區（頭區）大力發展以先進

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實體經濟，在產業集聚
升級上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全年完成工業及
相關投資230億元，是2011年 「區政合一」以

來的最好水平。全年實現工業增加值111億
元，同比增長3.2%，工業產值上億元企業達
41家，引進工業項目29個，工業轉型升級不
斷加快，推動汽車、專用設備製造等行業產
值增速均超過40%，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同
比提高16.2%，廣汽汽車、卓郎紡機智能製造
產品下線，陝汽重卡中亞市場份額擴大，軌
道交通產業已涵蓋高端盾構、車輛製造、軌
道牽引等主要產業鏈條。華為、阿里巴巴、
京東、唯品會等項目簽約落地，軟件信息、
互聯網產業基本囊括業內頂尖企業，規模雙
雙突破百億，智慧安防產業加快集聚發展。
商貿物流產業集聚效應凸顯，以萬達廣場為
代表的商業綜合體達到5家，冷凍食品、跨境
電商全疆市場份額佔比均超過80%，文旅、健
康、衛星等產業加快發展。

今年，經開區（頭區）將持續推動製造業
向高端化智能化轉型升級。以集聚高端裝備
製造產業為核心，圍繞人工智能、新材料、
新能源、電子信息、先進裝備製造等方向，
加快培育汽車製造、智能終端、智慧安防、
紡織機械等產業集群。以壯大龍頭企業為抓
手，加快正威 「一帶一路」產業園建設，推
動百納威智能終端設備製造、東旭石墨新材
料等企業投產，助力廣汽、卓郎等重點企業
達產，着力培育新的增長點，打造具有區域
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以發展實體園區為重
點，加快裝備製造配套產業園、消費品工業
小微企業園等7個特色實體產業園建設，推動

上下游產業進園區發展，形成全產業鏈匯聚
的新型園區。

同時，積極壯大以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的
現代服務業。推動新疆軟件園、天山雲基
地、電商產業園、衛星產業園等信息產業園
發展壯大，推進新疆數字產業園建設，加快
發展以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信
息服務業，大力推進 「企業上雲」，加快工
業大數據在生產製造、企業經營、市場銷售
等環節的應用。加快推進軟件信息、現代物
流、現代金融、商務服務、康養房產、文化
旅遊等生產性服務業向高端化、品質化、集
約化轉型升級，提升產業層級。培育一批商
業模式創新、供應鏈整合能力強的物流企
業，提高物流企業配送的網絡化、智能化、
標準化水平。進一步培育壯大總部經濟、樓
宇經濟，積極引進國內外大型企業設立總部
或區域總部，加快壯大本地上市公司、大型

國企總部規模，支持創新型、領軍型中小企
業成長為總部企業。打造精品高鐵商圈，推
進商貿服務業集聚發展。依託絲綢之路經濟
帶旅遊集散中心，打造文化旅遊旗艦。

經開區（頭區）還將充分發揮招商引資，
特別是工業招商在調結構、升檔次中的作
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效益。2018年，經開區（頭區）招商引資取
得歷史性突破，全年引進正威、百納威、中
唐空鐵等項目48個，總投資超過560億元，是
近年來引進新產業最多、項目科技含量最
高、簽約落地速度最快的一年。工業項目實
現大豐收，納米銅絲新材料、智能終端、衛
星遙感等產業填補疆內空白。成功接待深圳
企業聯合會百名企業家考察，精準對接深圳
企業的產業轉移。今年，經開區（頭區）將
創新招商理念和工作機制，着力抓好招商引
資實現新突破，持續增強經濟發展後勁，為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創新驅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
2019年，經開區（頭區）將繼續推進絲綢之
路經濟帶創新驅動發展試驗區建設，圍繞創
新政策體系，吸引國內外創新因素。做大做
強金風科技城、國際創新城等重大創新載
體，支持先進製造業創新聯盟集群發展壯
大。圍繞先進裝備、智能製造、新材料和節
能環保等產業，推動絲路創新基金落地，支
持企業開展成果轉化、技術創新、協同創新
平台應用，服務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融
合創新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充分發揮綠
谷金融港等項目的引領示範作用，形成 「龍
頭企業+中小企業」創新創業生態圈。

「作為國家級開發區，我們在推進
高質量發展上先行一步，同樣也要在
推動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先
行一步。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加快民生事業發展，突出抓好
穩就業、強教育、優醫療、普保障、
助脫貧等相關工作，努力讓各族群眾
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
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
高水平的醫療服務、更豐富的精神生
活。」經開區（頭區）區委書記朱剛
說。

2018年，經開區（頭區）堅持人民
城市為人民，明確功能定位，轉變發
展方式，加快產城融合，以 「繡花功
夫」提升城市的品質和顏值，推進了
「三個改善」：城區面貌明顯改善。

平穩有序完成行政區劃調整，實現陸
港區連片發展和城區空間結構的優化
拓展。全年完成基礎設施投資18.2億
元，系統推進城區有機更新，綜合承
載能力明顯增強。投入13.8億元實施老
城改造工程，2.5萬戶群眾受益。實現
全面 「煤改氣」，投入5000萬元實施
白鳥湖污染治理，新增綠化面積6244
畝，全區綠化覆蓋率超過42.8%，城市
綠色發展底色進一步延伸。投入3200
萬元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各族群眾的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續提升。

營商環境大幅改善。全面改善各類
市場主體經營發展環境。全面推行
「媽媽式服務」，推進 「最多跑一

次」，推動審批事項壓減了38%，立即
辦結事項達到104項。

民生保障不斷改善。全年安置城鎮
各類失業人員2.2萬人，新建學校（幼
兒園）6所，15年免費教育惠及2.47萬
名學生。實現全民免費健康體檢全覆
蓋，推進家庭醫生簽約式服務，建成
「15分鐘衛生服務圈」。構築 「1+

N」社會救助網，發放各類救助金1500
餘萬元，讓各類困難群眾都能得到救
助、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2019年，經開區（頭區）將堅持產
城融合戰略，高標準規劃、高質量建
設、高水平管理、高效率服務，推進

城區協調發展，着力打造綠化有風
格、亮化有特色、淨化高標準、美化
高水平的現代化國際化示範區。

經開區（頭區）將充分發揮陸港區
的核心作用，統籌園區功能布局。打
造以高鐵片區和白鳥湖新區東區為主
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帶，以白鳥湖新區
西區、兩河片區、兵地合作區為主的
高端製造業發展帶，謀劃特色鮮明、
產業集聚的專業園區，形成 「一核兩
翼多支點」的功能布局。整體布局兩
河片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二期
「退二轉三」步伐，穩步推進老城區

改造，推動形成產城融合的區域協調
發展格局。

同時，持續推進城區有機更新。以
實施 「六句話」項目（樹上山、水進
城、天變藍、地變綠、煤變氣、城變
美）為主線，完善城區功能，優化城
區環境，提升城區形象。

經開區（頭區）還將進一步提升城
區功能品質。全面落實城市大治理的
安排部署，結合市政設施大維修、市
容市貌大整治、清潔衛生大掃除，全
面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總結大聯動
網格化工作經驗，着眼建設智慧城
市，推動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
人工智能與城市管理服務融合，實現
城區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精細化。
着眼 「補短板、強基礎、立長遠」，
以 「保項目落地、保路網暢通、保民
生改善」為目標，組織實施一批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從人民群眾關心的事
情做起，從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
起，深入實施 「九大惠民工程」和
「十大民生實事」，持續保障和改善

民生，讓各族群眾過上更高品質的生
活。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
年，是實現新疆社會大局穩定和決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年。躬逢偉
大時代，經開區（頭區）必將鼓足幹
勁、勇於擔當，奮力創造出無愧於歷
史、無愧於時代的新成就，大踏步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過去的一年，經開區（頭區）深入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
中央治疆方略，圍繞總目標全面落實自治
區黨委、烏魯木齊市委各項決策部署，全
區呈現出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各項事業全面進步的良好局面。
特別是在陸港區開發建設上取得歷史性突
破：在自治區黨委九屆六次全會上，陸港
區被確定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的標誌

性工程！
2019年，自治區黨委提出要加快絲綢之

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着力推進 「一港
（陸港區）」 「兩區」 「五大中心」 「口
岸經濟帶」建設。經開區（頭區）將全力
打造核心區標誌性工程，更好發揮國家級
開發區的示範帶動作用，引領烏魯木齊市
和新疆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以優異
成績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全面推進陸港區建設全面推進陸港區建設 打造核心區標誌性工程打造核心區標誌性工程

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 打造新疆高質量發展示範區打造新疆高質量發展示範區

深入實施產城融合戰略深入實施產城融合戰略
建設建設國際範國際範品質城區品質城區

■■經開區經開區（（頭區頭區））

■■位於陸港區內的位於陸港區內的
多式聯運海關監管多式聯運海關監管
中心中心

■■中歐班列集結中心首趟列車發車儀式中歐班列集結中心首趟列車發車儀式 ■■位於經開區位於經開區（（頭區頭區））的廣汽車間的廣汽車間

■■在經開區在經開區（（頭區頭區））
下線的新疆首列本地下線的新疆首列本地
製造地鐵列車製造地鐵列車

■■現代化國際化城區現代化國際化城區
■■經開區經開區（（頭區頭區））高鐵片區夜景高鐵片區夜景

■■在小綠谷水景公園結婚的新人在小綠谷水景公園結婚的新人

■■烏魯木齊綜合保稅區烏魯木齊綜合保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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