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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 今天上
午，在湘出席“2017年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的“9+2”各方，共商深化区域
口岸通关合作大计。 与会代表
联合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口岸
通关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
域口岸通关合作， 致力提升通
关便利化水平， 构筑区域口岸
开放发展新优势，助推“一带一
路”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
家战略实施。

根据协议， 各方将加快建
设大通关电子口岸信息平台，
推动实现跨区域信息互换、监
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强泛珠三
角区域九省区口岸部门协作，
开展口岸执法“一站式”作业，
积极支持推进泛珠三角区域九
省区海关通关一体化； 以检验
检疫“通报、通检、通放”为基
础， 对负面清单以外进出口货

物全面实施“出口直放、进口直
通”，实现“多局如一局”。大力
推进检验检疫全流程无纸化应
用，实现通关提速增效；在泛珠
三角区域内推行海关合作、工
业制品和农产品质量标准、检
验检测标准和认证标准的互
认， 鼓励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
与香港、澳门海关，探索开展跨
境快速通关合作。

对接“一带一路”，“9+2”各
方也拿出了“大手笔”。支持泛
珠各地跨境铁路国际货运班列
发展，支持泛珠区域沿海港口、
航线合作共建。提升铁海联运、
江海联运发展水平， 建设国际
多式联运中心， 培育发展国际
航空货运，推动九省区海关、检
验检疫、边检、海事、交通物流
等部门作业系统互联互通，促
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记者 孙敏坚 冒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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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 九寨沟观
水、张家界赏山，鼓浪屿上吹海
风，遵义旧址忆长征、井冈山上
思红军……这样洗眼洗胃又洗
心的畅快之旅，有望连成跨区域
的精品旅游线路。在今天举行的
“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上，“9+2”各方
签订《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大联盟
合作协议》， 各省区秉持资源共
用、产品共建、市场共拓、信息共
享、互利多赢的原则，结为泛珠
区域旅游大联盟。

根据协议，“9+2”各方将在
共同打造泛珠旅游品牌和精品
线路、 联合开展旅游整体营销、
促进内地与港澳旅游合作、共同
提振入境旅游、共建良好旅游市
场秩序、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和智
库合作、 完善合作机制等7个方
面深入开展合作， 让旅游“地
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协议提出，要争取由国家层
面牵头编制泛珠区域旅游合作
规划， 充分发挥珠三角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各

大城市群的优势，率先构建城市
群“快进慢游”旅游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 推动都市旅游协同发
展。要携手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之旅、边境之旅、世界遗产
之旅、邮轮之旅等跨区域旅游精
品线路，积极构建跨省的不同主
题和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

在中国内地与港澳旅游合
作方面， 要规范赴港澳旅游市
场秩序、 促进港澳地区旅游发
展， 并完善粤港澳区域旅游合
作协调机制、 推动港澳粤闽联
合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旅游产品
等， 鼓励港澳地区资本赴内地
进行旅游投资。

“9+2” 各方还将推动海上
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 联合
打造国际旅游精品路线。

协议建议，各方要建立联合
监管机制，建立旅游案件协办制
度和旅游联合执法机制，不向其
他省区输送低价团和零负团费
团，鼓励和支持旅游行业协会跨
省区对接合作。

■记者 孙敏坚 冒蕞

记者25日从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
书处获悉，2016年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以
来，泛珠各方坚持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紧紧围绕“合作发
展，共创未来”为主题，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湖南从中
受益颇多。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
面， 沪昆客专贵阳至昆明段
（贵昆铁路）建成通车，贯通了
国内目前东西向里程最长、经
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主通
道。 张家界至海口旅游高铁
（张家界至怀化段）开工建设；
铜仁至吉首铁路项目编制完
成预可研报告；长赣铁路（湖
南长沙—江西赣州）已开展项
目勘察设计单位招标工作；怀
化至柳州铁路电气化项目初
步设计已编制完成并通过审
查待批复。

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泛
珠九省（区）签署了《泛珠三角
区域工商行政管理合作协
议》； 九省区共同推进了特种
设备监管平台建设。推动省级
政府质量奖、省级名牌产品在
泛珠三角区域实现互认。

在区域产业合作方面，湘
赣两省共同编制的《湘赣开
放合作试验区发展规划》已
报国务院审批，上栗、湘东园
区建设加快推进。 加快构建
旅游合作发展长效机制，川
粤湘三省结成“世纪伟人故
里”旅游联盟。

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合作方面，赣湘鄂三省签署了
《长江中游湖泊湿地保护与生
态修复联合宣言》， 粤湘共同
编制了《珠江上游北江段武水
（江） 河流域重金属防治规
划》。 ■记者 刘璋景

本报9月25日讯 今天上
午，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 福建省省长于伟国、江
西省省长刘奇、广东省省长马兴
瑞、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四川省省长
尹力、 贵州省代省长谌贻琴、云
南省省长阮成发等泛珠合作各
方行政首长出席会议。2017年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
席会议执行主席、省长许达哲主
持并作发言。

内地9省(区)政府副省长(副
主席)和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相应
官员，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
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方泛珠办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许达哲对泛珠合作各方代
表团来湘参会表示欢迎。 他说，
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在湖南召开，这是
湖南进一步加强与泛珠各方战
略对接和合作交流、 加快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
大契机，真诚希望与泛珠各方一
道，携手同心，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认真
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和《泛珠
三角区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
（2015年—2025年）》，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以泛珠区域更务实的合作
成果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听取了刘奇通报2016
年以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关

工作进展情况，听取了泛珠秘书
处秘书长李锋作泛珠秘书处的
工作报告， 听取了许达哲通报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政府秘书长
联席会议就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审议事项的审议意见》。会议审
议通过了泛珠秘书处工作报
告、《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纪要》 等文
件。会议决定，2018年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将
在广东省召开， 广东省与江西
省联合承办2018年第十二届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
经贸洽谈会。

会上，泛珠各方行政首长围
绕“打通出海出边大通道，促进
泛珠区域互联互通， 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大
湾区，进一步发挥对泛珠区域的
辐射带动作用；深化科技创新合
作，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高泛
珠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和
水平； 共抓流域海域环境大保
护，建立联动协作机制，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发言
和互动讨论， 达成多项共识，并
共同见证泛珠各方签署《泛珠区
域口岸通关合作协议》和《泛珠
区域旅游大联盟合作协议》。

许达哲及泛珠各方行政首
长还出席了下午召开的省部际
协商会议，与国家发改委、中国
铁路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国
家部委和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
志共同研究讨论了“建设泛珠区
域高铁经济带”、“设立泛珠合作
基金”等事项。

■记者 冒蕞 孙敏坚 刘璋景

泛珠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达成多项共识 许达哲主持并作发言

泛珠“9+2”结成“旅游大联盟”

本报9月25日讯 今天下
午举行的2017年深化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省（区）部际协商会议
透露， 在国家发改委、 泛珠
“9+2” 各方政府及国家开发银
行的支持和指导下，国家开发银
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
任公司将牵头发起设立总规模
1000亿元（首期100亿元）的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基金，用于
支持区域内各省区跨区域和跨
流域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据了解， 此基金将注册在
粤港澳的核心区域， 存续期为
10年，并将设立境外平行基金，

未来将根据基金运作情况逐期
设立后续基金。 基金以市场化
募集方式进行募资， 基石投资
人包括国开金融在内的大型央
企、政府引导资金、大型金融机
构等， 预计合计出资不低于50
亿元； 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政
府、 地方政府或其指定出资平
台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出资，金
额不设上下限； 其余资金面向
其他金融机构、 大型企业进行
募集，欢迎香港、澳门政府发挥
各自在金融、产业、经贸等方面
的资源优势， 以合适的方式参
与进来。 ■记者 孙敏坚 冒蕞

设立千亿发展基金
支持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对负面清单以外货物
实施“直放直通”

建立旅游联合执法机制
资源共用、市场共拓

高铁互连名牌互认
2016年“泛珠会议”后干的
这些大事，湖南很受益

要闻·时政

9月25日上午，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连线·旅游大联盟

连线·发展基金

连线·口岸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