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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绿色产业聚集园
青藏高原特色产业商机渐显
宗和

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发展高
原生态畜牧业和特色种植业，实
现了农牧业大幅增产。但是由于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动力不
足，增产不增收成为困扰青海省
经济发展的瓶颈。而随着青藏高
原最大的绿色产业园区——福茵
大华青藏高原原产地特色产业聚
集园的投建，这一困扰青海经济
发展多年的瓶颈也将被破解。有
关人士指出，绿色产业是青海最
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绿色产业
园也将成为青藏高原发展特色产
业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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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的心愿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
设幸福西宁”，这是西宁市市长张
晓容多年来的心愿。
张晓容在西宁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指出，根据西宁市“十
三五”规划纲要，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速 9.5%，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长 10%，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到
2020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 57%，城
镇化率 75%，森林覆盖率 35%，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85% 以 上 ，单 位
GDP 能耗控制在省定目标以内。
张晓容强调，未来五年，西宁
要形成 3 条千亿元经济增长带。
具体内容为：在传统产业、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健康产
业、外向型产业、县域经济、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生态保护工程等
方面培育若干经济增长点；打造
高新技术产业、多巴城市副中心、
特色优势产业 3 个经济增长极；通
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促
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协
同 ，在 西 宁 — 大 通 沿 北 川 河 、多
巴—沙塘川沿湟水河、甘河—鲁
沙尔—南川公路沿线区域拓展形
成 3 条千亿元经济增长带。力争

到 2020 年，形成以多个经济增长
点为支撑，以 3 个经济增长极为辐
射带动，以 3 个经济增长带为集
聚，区域联动共生发展的新格局，
3 条经济增长带总产值达到 3000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00 亿
元以上。
张晓容还特别提到，要以湟
源县为主导，依托青藏高原丰富
的农畜产品资源，着力建设青藏
高原原产地特色产业聚集园，发
展高原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塑
造高原绿色有机品牌。

企业家的情结
绿色产业是青海最有发展潜
力的产业，也是青海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根基。作为青海本土
企业，通过生态做文章，立足资源
谋发展，是青海福茵集团长期以
来遵循的原则。
“青海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内
容扎实，提出青海省要实现从经
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的
转变，要扎扎实实保护绿水青山，
这为我们企业发展立足生态保
护、扎根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
青海福茵集团董事长林振勇说。

2016 年，青藏高原最大的绿
色产业园区——福茵大华青藏高
原原产地特色产业聚集园在西宁
市 湟 源 县 开 工 建 设 ，预 计 将 于
2020 年投入运营。
“青藏高原原产地特色产业
聚集园是一个绿色园区，依托青
藏高原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和旅游
文化资源，建筑材料和设施设备
都符合环保标准，运营后将以绿
色产业为主导，以青藏高原原产
地特色资源为基础，提升青海农
牧产品的集群品牌，提高农牧产
品的原产地附加值。
”林振勇说。
“大力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坚
持国企民企一视同仁，政府对民
营企业的保护，增强了我们的发
展信心。”同样让林振勇感受到共
鸣的还有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支
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内容。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这是新一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对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拟定的预期目标。实现这一
愿景，全省将调动所有发展可能
性和参与积极性。这其中，非公
经济的参与是重要的活力源泉。
在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青
海省省长王建军强调，
“大力促进

项目介绍

福茵大华
青藏高原原产地特色产业聚集园
项目围绕青海原产地生态产业，以品牌、
研发、生活、培训、加工、标准、贸易、仓储、物流
一体化，以及集中规划、产业聚集、生产生活、
带动区域为核心引导思路，打造产城互动、和
谐发展的新型化城镇。
基本的建设内容包括：创业培训及就业指
导中心 3000 平方米、电子商务培训中心 2000
平方米、绿色广场 35000 平方米、生态停车场

5000 平方米、人工水系 2000 米、10 兆瓦分布式
太阳能光伏电站、园区道路 10 公里、人行道 5
公里、wifi 网络覆盖工程、廉租房 1000 套、太阳
能亮化系统、集中供暖系统、电网、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管道、消防管网、变配电房等相关基
础设施。
项目总投资 31 亿元，项目资本金 10 亿元，
银行贷款 21 亿元。建设年限为 2016—2020 年。

非公经济发展，
建设非公经济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政策信息，畅
通诉求渠道，努力破解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坚持国企民企一视同
仁，
放宽市场准入，
消除行业壁垒，
梳理一批带动力强的民营企业项
目，
纳入全省重点项目计划……”
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增强了
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青海当地
的资源与机遇，更带给民营企业
实现蓝图的自信。
“青藏高原原产地特色产业
聚集园将围绕生态产业和精准扶
贫，联点 1000 多个农村合作社，带
动当地群众一起发展致富。下一
步，我们将打造青藏高原特色农
牧产品的期货交易中心，依托青
海山水田园上的绿色资源，打造
特色产品，将青海特产推向全国
乃至世界市场。
”林振勇说。
“在青海，我们有丰富的绿色
资源，有政府对非公民营企业的
支持和对企业家的鼓励，2018 年
将是企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大好
时机。
”
林振勇说。

期待银行支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据林

振勇介绍，福茵大华青藏高原原
产地特色产业聚集园是在青海
省、西宁市等各级政府的支持下
打造的青海农牧产业聚集和产
业链综合服务平台，是以高原原
产地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为
主，配套贸易、物流、研发、金融、
保税、就业培训等服务的综合性
产业聚集园。项目的建设将为
青海生态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优化农牧产业
结构、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
重要的示范作用，成为青海精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工 作 的 支 撑 ，推
动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且实现
持续增收，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
农牧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带来
全面推动作用。
据介绍，e 农电子商务作为聚
集园中以互联网和数据技术为体
系支撑，为青海农产品交易双方
提供高效率低成本、高匹配度的
精准信息服务平台，旨在为电商
进农村提供人力资源、技术支持、
数据分析、信息服务等，并设立县
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村级
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共同进行农
产品品牌培育、质量保障体系及
标准化建设，促进青海省农牧区、
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帮助
农村各类农产品及商品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走出农村，面向全省、全
国，带动地区精准扶贫事业，增加
农牧民群众经济收入和当地经济
发展。
目前，福茵大华青藏高原原
产地特色产业聚集园项目已经纳
入政府“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
并在省、市、县发改委的指导和帮
助下，已完成 25 万平方米的主体
工程建设，各项招商工作也在有
序推进，e 农电子商务项目也已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林振勇表示，
按计划，2018 年年底聚集园项目
一期与 e 农电子商务整体项目都
将投入运营，当地农牧民也翘首
以盼，但因项目建设涉及产业多、
体量大、投资大，亟待银行有力、
有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