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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看，虽然不少中西
部“网红”城市GDP已经突破万亿
元，在总量上与沿海发达城市相差
无几，但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上
仍有差距。“网红”城市还要加快创
新转型，丰富城市内涵。

得益于优美的生活环境、较低
的商务成本和充足的人才供应，小
米、字节跳动、小红书等互联网公司
纷纷把研发中心或相关业务总部设
在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李猷把这个现象归纳为

“第二总部”。据不完全统计，光谷
已聚集60多家互联网企业的第二
总部，创造的就业岗位达数万个，为
城市经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武汉有“互联网+”办公室，成
都有全国首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政府与市场
相互配合，携手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壮大。

“我们制定了新经济企业的梯
度培育计划，把企业细分为种子企
业、瞪羚企业、准独角兽、独角兽或

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一对一’服
务。既要引得来‘凤凰’，也要培育
出‘大树’。”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
局功能区建设推进处负责人邓毅表
示。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极米科技是
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不到6年时间
就成长为国内投影显示行业龙头。

“政府在税收、金融及办公场地等多
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解决了很多
实际困难。”极米科技副总裁郭雪晴
说，公司已决定把总部和研发基地

放在成都，正着手准备科创板的申
请材料。

“重庆都市圈是内陆开放高地，
产业同质化、创新能力不足是短板。”
恒大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网红”要想

“长红”，抓创新是根本。今年一季
度，重庆的新能源汽车、电子元件等
产业势头迅猛，新产业、新动能的较
快增长将让重庆的“网红”成色更足、
内涵更为丰富。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
何欣荣 何宗渝 胡旭）

壮大新经济：让“网红”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这些中西部城市咋就成了“网红”？

重庆，113.6亿次；西安，89.1亿次；成都，88.8亿次……在抖音
最新公布的2018年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数据中，力压北上广的，是
这些西部城市，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排名也十分靠前。

与网络上走红同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中西部城市的崛起是
一大亮点。“网红”城市的崛起有何奥秘？城市的魅力值和经济发展
有什么关联？年中之际，记者实地调研这些城市，寻找答案。

财经聚焦·“鲜”看中国经济

重庆有轻轨穿楼和8D魔幻立交，西安有
摔碗酒，成都有美食……记者近日在这些城市
调研发现，这些自带流量的场景画面，吸引大
量游客市民在网络上自发传播分享。地方政
府因势利导，积极运用新媒体讲好城市故事，
在“网红城市”的缔造上形成了共振效应。

城市形象的提升，带来最直接的效应就是
文旅产业的增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重庆独
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一批“网红景点”，每年吸
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统计显示，今年

“五一”期间，重庆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亿元，同
比增长33.5%。

顺应这波“网红热”，一些中西部城市政府
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的城市营销“套路”。今
年3月起，重庆启动了为期半年的区县“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借助社交媒体等平
台，展示重庆“山水之城”的“颜值”与“气质”。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
周杰说，塑造和推广城市形象，不仅仅着眼于
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背后其实是产业、文化、
生态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

作为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公布了打
造“三城三都”行动计划，并在全市统筹布局建
设66个产业功能区，涵盖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和融合产业、都市现代农业等。

提升魅力值：
创意营销晒出城市新形象

一首《成都》，让“小酒馆”成为
文艺青年的向往之地；一顿“串串”，
让吃货们心服口服流连忘返；一只

“滚滚”，让“熊猫粉”对天府之国趋
之若鹜……

这些“网红”元素在一次次制造
热点的同时，也让很多人感受到成
都安逸舒适的生活情趣，四川大学
应届毕业生李春波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北方人，在成都上了4年
学，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他说，因为
喜欢这种快慢相宜的状态，李春波
已经应聘到本地一家科技企业，准
备在成都扎根。

展示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吸
引人才落户生根，是这些“网红”城
市的不二法门。恒大研究院最新发
布的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2018

年，西安、成都、武汉等都市圈的年
均常住人口增量均超 20 万人。
2018年，西安常住人口增加38.7万
人，进入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

互联网招聘平台猎聘发布
的《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
报告》也显示，西安、成都、武汉
均位列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榜
前十名。

拥有众多高校的武汉，2017年
就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工程”。在有着“光谷”之称的武汉
东湖高新区，当地招才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7年大学生政策实施以
来至2019年一季度，东湖高新区共
吸引留汉大学生23.83万。目前，
光谷仅在企工作的博士就突破1万
人，是十年前的5倍。

留住年轻人：年均净流入数十万

据记者了解，国办督查之
后，当地已全面停止收取口岸设
施建设维护费；满洲里铁路车站
已与涉事公司终止合同，并清退
违规收费；满洲里海关下属融合
公司也暂停收取进口原木熏蒸
费，正在制定新的收费标准。

国办督察室认为，满洲里
市政府、满洲里海关、满洲里站
对口岸收费清理整治工作流于
形式，对企业反映强烈的垄断
经营、欺行霸市、乱收费、乱涨
价等问题视而不见、查而不处，
监管严重缺位，存在严重的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严
重影响了口岸营商环境，使减
税降费效果打折扣。

满洲里市副市长王长春
说，满洲里市政府已联合满洲
里海关、满洲里铁路车站等联
检联运部门成立了检查组，对
口岸通关环节各类收费行为进
行全面排查、整顿，切实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和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也
已派出工作组进驻满洲里开展
工作。

国办督查室强调，对一些
地方出现变换花样乱收费、乱
涨价抵消减税降费成果的现
象，必须露头就打、施以重拳、
决不姑息，坚决斩断伸向减税
降费红利的黑手。各有关地
方、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落实清
理口岸收费工作部署，对不符
合收费管理规定的收费项目坚
决依法取消，对超出标准的收
费坚决予以纠正，对不合理的
收费标准坚决降低，对有关方
面清理不力、流于形式的必须
严肃追究责任，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7月
7日电 记者邹俭朴）

新华视点

设施维护费、关门费、仓储费……

满洲里口岸乱收费为何如此任性？减税降费的羊毛
你也敢薅？

近日，国办督查室公开通
报，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和企业
存在违规乱收费、变相涨价收费
等问题，大幅增加企业成本，抵
消了减税降费效果，有的减税红
利甚至被冲抵70%。

记者调查发现，满洲里口岸
部分单位和企业明目张胆地把
减税降费红利当成“唐僧肉”，与
垄断经营、多头管理、监管不力
等不无关系。这些乱象直接导
致减税降费政策在落地最后一
公里遭遇梗阻。

满洲里口岸是我国最大陆
路口岸，属于典型的“小政府大
口岸”，仅靠财政经费运转有一
定困难。然而，有难处也不能伸
手去薅减税降费的羊毛。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增强
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
作出的重大决策，当地在这样重
大的问题上都敢耍花招儿，怎能
保证在其他改革事项上不会谈
条件、搞变通、玩花样？

要让改革政策上下贯通、一
竿子插到底、红利充分释放，地
方党政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跟党
中央保持一致，扫除认识上最后
一公里的障碍。否则再好的改
革措施也难免变成“只听楼梯
响，不见人下来”。

比乱收费、乱涨价更严重
的是政府的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

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多次
向满洲里的相关部门投诉，但监
管部门视而不见、查而不处，拿
出来的清理整治报告，不过是应
付检查的样子货。对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到
位、态度不坚决、落实不彻底，应
该不只在减税降费一事，也不会
仅限于满洲里一地。

各地应认真对照，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确保党中央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7日
电 记者张丽娜 王靖）

新华时评

违规设立政府收费项目、巧立名目收取关门费、要
挟企业强行缴纳仓储费……

近期，国办督查室派员赴内蒙古满洲里口岸明察暗
访，发现满洲里口岸存在违规乱收费、变相涨价收费等
问题，大幅增加企业成本，抵消国家减税降费效果。

进出口企业成“唐僧肉”

国办督查室发现，在减税降费大背景
下，满洲里市政府对违规设立的口岸设施
维护费未及时取消；一些垄断企业巧立名
目，违规收取人工费、关门费、仓储费等各
种费用。

调查中，国办督查室发现，满洲里口岸
物业服务中心向过境货物收取每吨8元的口
岸设施维护费，仅2018年初至2019年5月
就收取1.5亿元。满洲里口岸物业服务中心
称，这笔收费是为偿还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
贷款本息和口岸维护及其他开支。

据悉，这笔维护费实际是由满洲里口
岸物业服务中心代收，然后上缴满洲里市
财政局，属于政府性质收费。国办督查室
认为，满洲里市政府通过下属企业以经营
性服务收费名义收取该费用，实际上是规
避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权限，
属于违规设立政府收费项目、加重企业负
担的乱收费行为。

满洲里一些外贸运输代理公司的负责
人介绍，满洲里站国际集装箱场装卸搬运
作业和掏装箱作业等业务均由满洲里晋西
龙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独家承担。2018年8
月以来，该公司在货主已向满洲里站按标
准全额缴纳查验费用的情况下，额外收取
人工费300元/箱。2019年5月以来，又开
始收取关门费50元/箱。据统计，短短数
月，该公司就额外获利近200万元。

此外，依照铁路部门有关规定，货物存放
时间不超过3天，免收仓储费。但2018年6
月以来，满洲里万利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利
用承包满洲里站第二机械化换装厂装卸业务
之机，不到一年，违规收取仓储费45.8万元。

按照国家检验检疫有关规定，每年4月
20日至10月15日，从满洲里口岸进口的
带皮原木必须全部进行熏蒸处理，满洲里
海关下属国有独资企业满洲里融合检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擅自涨价，涨幅达24.4%。

乱收费导致国家对进出口企业的减税
政策大打折扣。据测算，口岸设施维护费的
收取导致减税红利直接被冲抵70%；晋西龙
公司及关联方违规收取人工费和关门费的
行为直接蚕食减税红利11.1%；融合公司熏
蒸服务收费上涨直接蚕食减税红利39.3%。

记者调查发现，满洲里口岸乱
收费现象暴露相关部门监管严重缺
位问题。

“国办不来督查，我们还不知道这
些私自收费的事。”在调查晋西龙公司
私自收取人工费和关门费等问题时，
当地铁路部门相关人员竟然表示毫不
知情。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乱收费是在
主管部门的眼皮底下长时间公然实
施的。

一位外贸运输代理公司的负责人
说：“随着中欧班列的增加，为了减少
返程班列的空车率，最近两年，许多从
俄罗斯进口的板材开始使用集装箱装
运，晋西龙公司已向货主收了近一年
的人工费。”

被点名批评违规收取关门费的满
洲里晋西龙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段世林称，公司只是觉得利润不足
就应该收费，并不知道私自收费会产
生怎样的后果。

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国铁路哈
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与
该公司签订的《铁路运输货物装卸
作业业务合同》中，双方约定“在铁
路货场自行收费或向货主索要其
他好处费用的”，铁路方面有权解
约并索赔。但直至国办督查发现
问题前，却无人来监管承包企业的
乱收费行为。

此外，万利通公司负责人丁鹏承
认，此前的转包和私自收费行为并未
受到监管。

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称对违规行为毫不知情

坚决斩断乱收费的黑手

在抖音最新公布的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数据中，重庆、西安、成都力压北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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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创下台湾航空业史上罢工五项纪录

长荣航空罢工宣告落幕
取消逾1400次航班影响近28万旅客

据新华社台北7月7日电（记者石龙洪 何
自力）台湾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事件6日宣告落
幕，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并签订团体协约，罢工将
于10日零时正式结束。受罢工影响，长荣航空已
取消1400多架次航班，影响近28万旅客，预计7
月底前陆续恢复航线正常营运。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6月20日下午发动
长荣空服员罢工行动，劳资双方经3次正式协商、
6次非正式协商后达成共识，签订团体协约。协
约包括工会3年不能罢工，提高飞安服勤奖金，定
期进行劳资互动等条款。

据统计，截至6日，受罢工影响，长荣航空共
取消1439架次航班，影响旅客数近28万人次。
按照长荣航空此前公布的取消班表，截至7月19
日将取消2200多架次航班，影响旅客近40万人
次。另据统计，截至5日，长荣航空因取消或调度
航班造成的营收损失近28亿元新台币，尚不包含
旅客及旅行业者赔偿金。

此次罢工创下台湾航空业史上罢工天数最
长、参与空服员人数最多、取消航班数量最多、影
响旅客人数最多、航空公司及旅行业者损失最高
五项纪录。有台湾媒体指出，此次突袭式罢工严
重影响航空交通和旅客出行，劳方最早提出的8
大诉求大多落空，资方也遭受严重营收损失，可
谓劳方、资方和旅客“三输”。

湖南：

严禁培训机构用“名校”“名师”概念
进行招生宣传

据新华社长沙7月7日电（记者谢樱）培训机
构不得用“名校”“名师”概念进行招生宣传、严禁
对考试通过率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湖南省教
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暑期加强对校
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

通知指出，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和
地方有关规定进行招生宣传，招生简章和广告必
须如实载明培训机构名称、办学地址、机构性质
（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招生对象、招生人数、学
习形式和时限、收费项目和标准、退费办法等内
容，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报送审批机关备
案，发布的内容必须与备案的内容一致。严禁发
布虚假招生广告或借用“名校”“名师”等概念进
行招生宣传，严禁对升学、考试通过率或培训效
果做出任何形式的保证性承诺。

湖南省教育厅要求，要重点斩断校外培训机
构与中小学校以及与中小学在职教师之间的利
益关联，坚决查处校外培训机构聘请中小学校
在职教师兼职任教、从事或变相从事介绍生源
的行为。

通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在办学场所醒目
位置设立公开栏，将机构证照、培训方案、课程设
置、收费标准、教师信息、办学承诺、监督举报方
式等事项进行公示，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公保才让在挑选咖啡豆。
今年28岁的藏族青年公保才让是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默勒镇人，2012年大学毕业
后，他逐渐接触到咖啡文化，如今在西宁市开了一
家藏式风格的咖啡厅。店里的藏式咖啡，如青稞
拿铁、酥油黑咖等受到游客欢迎。

“我从小在牧区吃糌粑喝酥油茶长大，想把童
年的记忆融入到咖啡里面，做了很多尝试。”公保
才让告诉记者，“创业的过程累并快乐着，每天晚
上收拾好店铺回到家，瘫在床上就睡着了。但每
做好一杯饮品，愉悦到顾客的味蕾，对我来说就是
件幸福的事情。”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藏族新青年：

将雪域百味融进一杯咖啡

7月7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华凌
公馆小区，居民领取分类垃圾桶。

当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开展“垃圾分
类”试点启动和宣传活动，水磨沟区工作人员和社
区志愿者为辖区居民发放分类垃圾桶、垃圾袋和
宣传手册，并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乌鲁木齐：

垃圾分类净社区

满洲里口岸物业服务中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