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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明石喻涵）第八届陕粤
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日益临近，目前各项工
作基本就绪，即将南下粤港澳取经。陕西各
市区分团整装待发，借助陕粤港澳活动平台
优势，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洽谈，广交客商谋
求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盯“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
要求，低调务实、埋头苦干，推动全省各方
面发展不断取得新进步。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陕西区位优势不断释放、门
户功能更加凸显、各类要素加快汇聚，为发
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从2011年起，陕西和粤港澳共同开展陕
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至今已举办七届。7
年来，陕西与粤港澳在经济、文化、金融、科
技创新、物流、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如今，
陕西每一个独特的优势，对粤港澳企业家而
言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粤港澳
朋友主动通过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了
解陕西、寻找商机。

在此之前，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
《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总体方
案》，要求各市（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抓紧制定各分项活动
实施方案，由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后统一报省政府审定；精炼赴港澳人员，没
有招商项目和签约项目的市（区）、没有明确
任务的省级部门和单位不安排出境；严格遵
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
节俭安排食宿交通，简约、高效、务实组织各
项活动。

目前，陕西各市（区）成立了活动周分
团，制定了安排紧凑、任务翔实的活动方
案，各相关单位和部门也已经提前行动，积
极与粤港澳地区各界广泛联系、积极对接，

依托优势产业，推介重点合作项目，举办有
针对性、专业性的招商引资活动，力争取得
洽谈成果，集中签约。比如，铜川市耀州区
拟与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尧柏集团
在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上，签
订“尧柏集团铜川绿色环保建材产业园项
目。商洛市将借助陕粤港澳活动平台优
势，充分做好项目准备工作，精心做好招商
活动策划，广泛邀请优质客商，精心推介投
资项目，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商洛
市经济建设中来。

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是规格高、影响大
的重要招商引资活动。如今，宝鸡市、榆林
市、安康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等市（区）
分团各项筹备工作就绪，欲整装待发，赴粤
港澳“借船出海”，走出去引进来。

本报讯（记者周书养）11月 3日，西安
高新区托管雁塔区长安区鄠邑区部分区
域移交大会举行，标志着雁塔区长安区
鄠邑区部分区域正式移交由高新区托
管。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推进
高新区托管镇街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吕
健出席并讲话，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航天基地党工委书记钟洪江
主持大会。

会议通报了西安高新区托管雁塔区、长

安区、鄠邑区部分区域移交工作进展情况；
雁塔区、长安区、鄠邑区分别与高新区签订
托管移交协议，随后各区代表发言。

吕健指出，雁塔长安鄠邑三个区的
10个镇（街）交由高新区托管，是加快推
进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的重要步骤，是
西安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高新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西安综合改革试验区核
心区建设、陕西自贸区核心区建设的重大

举措。对于西安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加
快城市化发展，聚集释放西安高科技产业
发展动能，实现追赶超越，推进大西安建
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实施托管体制的重大意义；夯实工作责
任，确保托管移交工作早日圆满完成；释
放托管红利，建设好三大国字号工程；统
一思想行动，切实加强领导，确保移交工
作有序进行。

本报讯（记者谢斌）11月5日至10
日，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
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在上海举行。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外超过15万采购商将齐聚上
海，共赴这场史无前例的贸易盛宴。目
前，陕西交易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陕西交
易团成员已陆续赴上海参会。

西安这个因开放而兴的城市，正以
全新的姿态，发出扩大对外开放的声
音。此次博览会上，陕西交易团西安分
团积极筹备，邀请动员西安陆港集团、爱
菊集团等多家企业参会采购。前三季
度，在与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增长的
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洲、
拉丁美洲进出口贸易均保持了较快增长
速度。进口博览会将是西安扩大对外开
放、丰富外贸“朋友圈”的新起点。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从省政
府法制办传出消息，2019年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集，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将
建议列入 2019 年省政府立法工作
计划。

此次重点征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机构改革以及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
的立法项目建议。征集立法项目建议
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通
讯地址为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邮政编码 710006；联系电话 63916415
63916420 63916417；传 真 电 话
63916444；电子邮箱 jingjilifachu@163.
com，sxsrmzffzbgs@163.com。

进博会西安期待
扩大外贸“朋友圈”

2019年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开始征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陕西省开展“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近日进驻陕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11月 3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回头看”
工作动员会在西安召开，督察组组长朱
之鑫、副组长黄润秋就做好督察“回头
看”工作分别作了讲话，陕西省委书记
胡和平作了动员讲话，会议由陕西省省
长刘国中主持。

朱之鑫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
度，亲自推动，身体力行，通过实践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
本遵循。

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亲自倡导并推动这一重大改
革举措，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每个关
键环节、每个关键时刻都作出重要批示指
示，审阅每一份督察报告，要求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重点，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政治责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向纵深发展。

2018年 5月至 7月，对 10个省（区）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的

“回头看”取得显著效果。为进一步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解决问题，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今年还将对部分省份开展第
二批“回头看”，并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重点领域，同步统筹安排环境保
护专项督察。第二批“回头看”总的思路
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
标本兼治、依法依规，对第一轮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紧盯不放，一盯到底，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
责，不达目的决不松手。同时，通过重点
领域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一步拧紧螺
丝，强化震慑，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强大助力。

朱之鑫强调，这次“回头看”主要督
察陕西省委、省政府部署推动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情况，省级有关部门
整改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情况，地市级
党委和政府整改工作具体实施情况。重
点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甚至敷衍整改、表
面整改、假装整改和“一刀切”等生态环
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重点检
查列入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
题及其查处、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
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重
点督察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此

次“回头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坚
持聚焦重点，始终坚持精准深入，始终坚
持严查“一刀切”问题。陕西省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积极配
合督察组工作，确保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胡和平表示，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来陕开展“回头看”，是对陕西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指
导，对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美丽
陕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胡和平要求，
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
求部署上来。要自觉接受监督检查，扎
实做好支持配合工作。要以督察“回头
看”为新起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巩
固和拓展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
整治成效，全面落实汾渭平原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部署，坚决打好青山、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
赶超越新篇章。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
期间（2018年 11月 3日－12月 3日）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029-68899187，专门
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 A839 号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
区处理。

陕西各市区分团赴粤港澳“借船出海”

“陕”亮粤港澳

高新区正式托管雁塔长安鄠邑部分区域

本报讯（记者 谢斌）加快我省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
区）建设发展步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11月2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
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表明，我
省将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省级、国家级示
范区。总体目标，到2020年，在关中、陕
南、陕北各布局 1家省级示范区。到
2025年，全省建成省级示范区 8—10
家，新增国家级示范区1家。

实施意见的总体目标为，打造集聚
现代农业资源的创新高地、支撑现代农
业发展需求的人才高地、引领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方向的产业高地。在示范区
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制约我省农业农村
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模式，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
设首先要强化杨凌示范区引领作用。
继续加大杨凌示范区建设力度，发挥杨
凌示范区典型示范作用。同时，培育创
新创业主体。培育一批研发投入大、技
术水平高、综合效益好的农业高新技术
企业，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加
大企业孵化器、“星创天地”建设力度，推
进农业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做大
做强主导产业方面，按照“一区一主导产
业”的定位，围绕关中、陕南、陕北特色优
势产业布局，重点推动以苹果为主的果
业、以羊乳为主的畜牧业和设施农业等
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共享，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探索建立农民二、三产业增值收
益的分享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我省推进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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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明石喻涵）第八届陕粤
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日益临近，目前各项工
作基本就绪，即将南下粤港澳取经。陕西各
市区分团整装待发，借助陕粤港澳活动平台
优势，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洽谈，广交客商谋
求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盯“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
要求，低调务实、埋头苦干，推动全省各方
面发展不断取得新进步。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陕西区位优势不断释放、门
户功能更加凸显、各类要素加快汇聚，为发
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从2011年起，陕西和粤港澳共同开展陕
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至今已举办七届。7
年来，陕西与粤港澳在经济、文化、金融、科
技创新、物流、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如今，
陕西每一个独特的优势，对粤港澳企业家而
言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粤港澳
朋友主动通过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了
解陕西、寻找商机。

在此之前，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
《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总体方
案》，要求各市（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抓紧制定各分项活动
实施方案，由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后统一报省政府审定；精炼赴港澳人员，没
有招商项目和签约项目的市（区）、没有明确
任务的省级部门和单位不安排出境；严格遵
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
节俭安排食宿交通，简约、高效、务实组织各
项活动。

目前，陕西各市（区）成立了活动周分
团，制定了安排紧凑、任务翔实的活动方
案，各相关单位和部门也已经提前行动，积
极与粤港澳地区各界广泛联系、积极对接，

依托优势产业，推介重点合作项目，举办有
针对性、专业性的招商引资活动，力争取得
洽谈成果，集中签约。比如，铜川市耀州区
拟与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尧柏集团
在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上，签
订“尧柏集团铜川绿色环保建材产业园项
目。商洛市将借助陕粤港澳活动平台优
势，充分做好项目准备工作，精心做好招商
活动策划，广泛邀请优质客商，精心推介投
资项目，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商洛
市经济建设中来。

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是规格高、影响大
的重要招商引资活动。如今，宝鸡市、榆林
市、安康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等市（区）
分团各项筹备工作就绪，欲整装待发，赴粤
港澳“借船出海”，走出去引进来。

本报讯（记者周书养）11月 3日，西安
高新区托管雁塔区长安区鄠邑区部分区
域移交大会举行，标志着雁塔区长安区
鄠邑区部分区域正式移交由高新区托
管。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推进
高新区托管镇街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吕
健出席并讲话，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航天基地党工委书记钟洪江
主持大会。

会议通报了西安高新区托管雁塔区、长

安区、鄠邑区部分区域移交工作进展情况；
雁塔区、长安区、鄠邑区分别与高新区签订
托管移交协议，随后各区代表发言。

吕健指出，雁塔长安鄠邑三个区的
10个镇（街）交由高新区托管，是加快推
进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的重要步骤，是
西安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高新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西安综合改革试验区核
心区建设、陕西自贸区核心区建设的重大

举措。对于西安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加
快城市化发展，聚集释放西安高科技产业
发展动能，实现追赶超越，推进大西安建
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实施托管体制的重大意义；夯实工作责
任，确保托管移交工作早日圆满完成；释
放托管红利，建设好三大国字号工程；统
一思想行动，切实加强领导，确保移交工
作有序进行。

本报讯（记者谢斌）11月5日至10
日，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
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在上海举行。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外超过15万采购商将齐聚上
海，共赴这场史无前例的贸易盛宴。目
前，陕西交易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陕西交
易团成员已陆续赴上海参会。

西安这个因开放而兴的城市，正以
全新的姿态，发出扩大对外开放的声
音。此次博览会上，陕西交易团西安分
团积极筹备，邀请动员西安陆港集团、爱
菊集团等多家企业参会采购。前三季
度，在与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增长的
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洲、
拉丁美洲进出口贸易均保持了较快增长
速度。进口博览会将是西安扩大对外开
放、丰富外贸“朋友圈”的新起点。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从省政
府法制办传出消息，2019年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集，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将
建议列入 2019 年省政府立法工作
计划。

此次重点征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机构改革以及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
的立法项目建议。征集立法项目建议
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通
讯地址为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邮政编码 710006；联系电话 63916415
63916420 63916417；传 真 电 话
63916444；电子邮箱 jingjilifachu@163.
com，sxsrmzffzbgs@163.com。

进博会西安期待
扩大外贸“朋友圈”

2019年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开始征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陕西省开展“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近日进驻陕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11月 3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回头看”
工作动员会在西安召开，督察组组长朱
之鑫、副组长黄润秋就做好督察“回头
看”工作分别作了讲话，陕西省委书记
胡和平作了动员讲话，会议由陕西省省
长刘国中主持。

朱之鑫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
度，亲自推动，身体力行，通过实践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
本遵循。

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亲自倡导并推动这一重大改
革举措，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每个关
键环节、每个关键时刻都作出重要批示指
示，审阅每一份督察报告，要求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重点，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政治责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向纵深发展。

2018年 5月至 7月，对 10个省（区）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的

“回头看”取得显著效果。为进一步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解决问题，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今年还将对部分省份开展第
二批“回头看”，并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重点领域，同步统筹安排环境保
护专项督察。第二批“回头看”总的思路
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
标本兼治、依法依规，对第一轮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紧盯不放，一盯到底，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
责，不达目的决不松手。同时，通过重点
领域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一步拧紧螺
丝，强化震慑，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强大助力。

朱之鑫强调，这次“回头看”主要督
察陕西省委、省政府部署推动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情况，省级有关部门
整改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情况，地市级
党委和政府整改工作具体实施情况。重
点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甚至敷衍整改、表
面整改、假装整改和“一刀切”等生态环
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重点检
查列入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
题及其查处、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
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重
点督察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此

次“回头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坚
持聚焦重点，始终坚持精准深入，始终坚
持严查“一刀切”问题。陕西省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积极配
合督察组工作，确保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胡和平表示，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来陕开展“回头看”，是对陕西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指
导，对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美丽
陕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胡和平要求，
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
求部署上来。要自觉接受监督检查，扎
实做好支持配合工作。要以督察“回头
看”为新起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巩
固和拓展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
整治成效，全面落实汾渭平原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部署，坚决打好青山、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
赶超越新篇章。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
期间（2018年 11月 3日－12月 3日）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029-68899187，专门
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 A839 号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
区处理。

陕西各市区分团赴粤港澳“借船出海”

“陕”亮粤港澳

高新区正式托管雁塔长安鄠邑部分区域

本报讯（记者 谢斌）加快我省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
区）建设发展步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11月2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
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表明，我
省将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省级、国家级示
范区。总体目标，到2020年，在关中、陕
南、陕北各布局 1家省级示范区。到
2025年，全省建成省级示范区 8—10
家，新增国家级示范区1家。

实施意见的总体目标为，打造集聚
现代农业资源的创新高地、支撑现代农
业发展需求的人才高地、引领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方向的产业高地。在示范区
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制约我省农业农村
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模式，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
设首先要强化杨凌示范区引领作用。
继续加大杨凌示范区建设力度，发挥杨
凌示范区典型示范作用。同时，培育创
新创业主体。培育一批研发投入大、技
术水平高、综合效益好的农业高新技术
企业，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加
大企业孵化器、“星创天地”建设力度，推
进农业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做大
做强主导产业方面，按照“一区一主导产
业”的定位，围绕关中、陕南、陕北特色优
势产业布局，重点推动以苹果为主的果
业、以羊乳为主的畜牧业和设施农业等
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共享，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探索建立农民二、三产业增值收
益的分享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我省推进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