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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玫瑰特色小镇·大事记】
▶▷2016年6月26日，
《中国企

和平玫瑰小镇领先“特色”时代

业报》集团联合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

司、
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人
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及

《中国企业报》集团优选 100 个园区和 100 个乡村建设
“美丽中国”

相关组织，
在京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和平玫瑰园区建设计划暨美丽中国
“双百”
玫瑰园区（乡村）工程。

▶▷2016年6月27日与山东省

淄博区人民政府签订《和平玫瑰特色
小镇合作框架协议》。

﹃双百﹄小镇工程启动

全力推进江阴项目进展

▶▷2016年7月9日，
在众多科

技界、
文化界、
投资界、
实业界的领导

和专家见证下，
“一带一路”
和平玫瑰
园区建设计划暨美丽中国
“双百”
玫
瑰园区（乡村）工程·美丽中国和平玫
瑰总部暨院士工作站在北京落成。

▶▷2016 年7月18 日—19 日，

《中国企业报》集团社长、
中国企业园
区国际合作联盟主席吴昀国带队赴

整合高端智力资源，
助力特色小镇建设

江阴，
实地考察和平玫瑰特色小镇建
设环境。

▶▷2016年7月28日与四川省

推动上海金融特色小镇建设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签订《和平玫
瑰特色小镇合作框架协议》。

▶▷2016年8月8日，
与广西云

枫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和平
玫瑰特色小镇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9 月 8—11 日，
《中

国企业报》集团社长、
中国企业园区
国际合作联盟主席吴昀国带队赴宁
夏西吉，
实地考察和平玫瑰特色小镇
建设环境，
与西吉县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9 月 23 日签署《江

阴特色小镇框架协议》，
2017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中企和平玫瑰（江阴）
特色小镇建设平台公司设立协议》。

▶▷2016 年 9 月与河北省定州

叮咛店镇人民政府签订《和平玫瑰特
色小镇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11 月 18 日与宁

夏西吉县人民政府签订《长征胜利
会师和平玫瑰特色小镇合作协
议》，2017 年 1 月 12 日签订咨询服
务合同。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与陕

西省洛南签订的《精准扶贫全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中，
明确约定了共同
推进特色小镇在洛南县落地事宜。

▶▷2017 年 1 月 15 日与湖南

南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

发湖南和平玫瑰小镇战略合作协议》
▶▷2017 年 1 月 15 日与上海

为了弘扬丝路精神和玫瑰文

“丝绸之路”精神；
“ 一带一路”倡议

100 个园区，植入玫瑰小镇的特色，

等，陆续签订了特色小镇的合作协

金融小镇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和平玫

化，
贯彻落实党中央“创新、协调、绿

同世界各国经济战略相对接，文化

打造全产业链生态文化产业综合

议。国际上，
通过中阿共建的形式，

瑰特色小镇合作框架协议》。

色、开发、共享”发展理念，促进“一

经济相融合，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体，在产业园区的基础上，+生态、+

签订了中阿特色小镇开发战略。

带一路”倡议和美丽中国战略实施，

是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文明复兴的

生活；在生态环境较好或文化旅游

2017 年度，
《中国企业报》集团围绕

业报》集团、
河南中资文化产业有限

大战略。

资源较好的扶贫攻坚农村和基层区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美丽中国”国

公司与多家企业签订《
“中国企业品

域，选取 100 个乡村的玫瑰小镇，打

家战略方向，将进驻全国 100 个区

牌文化博览园暨企业品牌文化特色
小镇”
央企入驻意向书》。

《中国企业报》集团联合中国力源控
股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公

“《中国企业报》集团启动的‘一

司、中国人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带一路’
和平玫瑰园区建设计划，
将

造全产业链生态文化产业综合体，

县，开工建设至少 20 个以上“特色

19 家企业及相关组织，于 2016 年 6

整合各方力量，
努力打造符合‘一带

在乡村生态的基础上，+生活、+产

小镇”，加快推进“特色小镇”的落

月 26 日在京共同发起“一带一路”

一路’
战略布局、具有创新引领力的

业。另外，
在“一带一路”沿线，
选取

地。

和平玫瑰园区建设计划暨美丽中国

玫瑰产业园区。
”中国企业园区国际

超过 20 个小镇（区街），将其打造成

合作联盟主席、
《中国企业报》集团

和平玫瑰特色小镇。

“双百”玫瑰园区（乡村）工程。

▶▷2017 年 1 月 15 日《中国企

▶▷2017 年 1 月 15 日与江西

省赣州市龙南县人民政府签订《
“龙

据了解，
“ 双百”玫瑰工程将以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南武当镇和平玫瑰特色小镇”
开发战
略合作协议》。

▶▷2017 年 1 月 15 日中阿和

工程的启动，
标志着《中国企业

社长吴昀国表示，所有的参与建设

《中国企业报》集团自发起“双

为项目诉求，
以丝路精神及“和平玫

报》集团的平台优势得到进一步强

者都将着力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

十双百”工程以来，成立《中国企业

瑰文化”为引领，
以“一带一路”倡议

平玫瑰特色小镇建设启动，
中阿产业

化，
而这个平台作为开放型的“价值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报》集团和平玫瑰科技产业（北京）

为导向，
以玫瑰园区（乡村）为依托，

联盟成立，
双方决定共同打造和平玫

共同体”，
将融合实力企业和地方政

神，
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

有限公司，充实中企和平玫瑰特色

结合区域特色，通过借鉴和推广丽

瑰特色小镇。同日中阿联合发起启

府，通过实施“和平玫瑰特色小镇”

域经济合作框架，共建国际通商基

小镇执委会力量，并全权委派中企

江九色玫瑰小镇的业态创新成功经

动100亿元产业基金。

开发建设工程，
打造“百企千品”，
实

地、企业国际合作平台、电商国际合

全媒公司拓展特色小镇项目建设，

验，
同步叠加发展玫瑰种植业、玫瑰

施精准扶贫，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增

作平台、国际电子商贸示范园、国际

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推广，
目前，
来

加工产业、玫瑰文化创意产业（旅

省南充宏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加农民收入。这是《中国企业报》集

产业示范区。

▶▷2017 年 1 月 16 日，
与四川

自全国各地的超过 120 家的当地政

游、观光、婚庆、影视基地等）、玫瑰

签订《和平玫瑰特色小镇合作框架

团按照“一专三全”发展理念，在报

按照和平玫瑰特色小镇“双十

府或企业，
提出合作打造“和平玫瑰

园区内科技创新产业、健康养老产

协议》。

业经营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和升

双百”工程的推进计划，从 2016 年 6

特色小镇”申请。
《中国企业报》集团

业，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

级。

月 26 日开始，在现有 2000 多个省级

通过实地考察和比较，
已先后与“全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协同发展，
构

企业报·上海金融小镇专刊》合作发

开发区和 700 多个国家级开发区、

国百强县”江阴、全国扶贫重点县宁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人类命运

行仪式，
在上海市奉贤区政府正式启

高新区及较大规模旅游区中，优选

夏西吉、国际金融重镇上海奉贤区

共同体。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体现
了和平、交流、包容、合作、共赢的

（任怀新 江金骐）

▶▷2017 年 1 月 18 日，
《中国

动。

（本报记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