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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高

铁已经融入到贵阳人的生活当

中，也为贵阳市的对外开放拓展

了通道。 刘光祥委员认为对于贵

阳这样的西部内陆城市来说，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

路” 建设将带来“陆港复兴” 的

重大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高铁经

济， 正是抓住了这个拥抱世界、

走向世界的战略性平台和载体，

对于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着重要推动

作用。

刘光祥委员表示，依托日趋

完善的铁路体系、逐步提升的通

关便利化水平和贵阳北站的独

特区位交通优势，贵阳可以抢占

海路贸易的部分市场份额，在全

国路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占据一席

之地； 同时， 依托贵阳衔接西

南、西北逾 3 亿人口和辐射全省

每年 7、8 亿旅游人次的市场优

势，充分发挥贵阳北站高铁交通

枢纽对外开放桥头堡作用，推动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以总部经济为重点的现

代服务业，为贵阳市打造“一带

一路” 上的国际化城市提供更

大可能。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刘光祥

委员认为目前贵阳北站还存在管

理部门人员不足、 多层级多部门

管理沟通协调不畅、 设备设施不

够完善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在此次贵阳

市“两会” 上，刘光祥委员递交了

《关于进一步升级完善贵阳北站

区域功能 助推高铁经济带发展

的建议》提案原案。

刘光祥委员建议， 市级层面

成立高铁综合管理机构； 综合考

虑观山湖区实际，进一步明确市、

区各相关部门职责， 强化驻站部

门人员及后勤保障， 形成共商共

建共治的长效机制； 市政府加大

支持力度， 帮助观山湖区改善和

提升北站片区环境卫生和园林绿

化品质， 不断增强对贵州贵阳景

点和文化的宣传， 努力把火车北

站打造成“大交通、大会展、大商

务、大旅游”聚集中心。

聚焦贵阳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年来，贵阳市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在深化改革、加快设施联通、优化外来投资结

构、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取得了较大成绩。

在这样的基础上，贵阳又相继开通了前往旧金山、洛杉矶、莫斯科、米兰等洲际航线，加之高铁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

贵阳开放通道的拓展。

在此次贵阳市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十分关注贵阳市高水平对外发展情况，并为此建言。

2018年贵阳市开通的多条国际航线，

对龙洞堡机场客流量的增长、贵州知名度

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

入境游客的高速增长，会让贵阳旅游文化

更多元，为我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

国际交流提供了便利的发展条件。 人大代

表石成刚表示，多条航线的开通能加速实

现贵阳致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的战

略目标。 贵州本土的旅游入境接待相关企

业，包括旅行社、酒店、景区等将在人才成

长，服务能力升级和盈利能力增长上收获

更多机遇，贵州本地居民也将实现以较低

旅行成本实现出境旅游，提供了更加便捷

的国际交流与文化融合渠道。

石成刚代表说，洲际航线的相继开通

是在国际航线逐步增长下的战略升级，贵

阳作为高原机场，实现洲际直航已是了不

起的跨越，况且在短时间内开通数个洲际

航点更是贵州旅游大发展的最好印证，更

践行了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贵州旅

游行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石成刚代表认为， 为深化国际融和、

增进对外交流，我省的各大旅游企业应做

到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思路， 优化产业结

构，加速拓展，积极储备语种人才，他表示

洲际航线的开通给旅游业带来的不只是

难得的发展契机，也体现了我省将开启文

旅事业对外拓展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的两会上，市政协委员褚郭宏递

交了《关于贵阳市更高程度加快对外开放

的建议》提案原案。

在提案原案中， 褚郭宏委员认为尽管

近年来， 贵阳市在对外开放工作中取得了

较大成绩， 但是仍存在软环境建设相对滞

后,�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不高；外

向型经济发展滞后， 外贸和外资依存度不

高；对外开放平台效用发挥不够，交通物流

成本较高； 对外开放人才匮乏等一系列亟

待解决的难题。

在当前贵阳市积极融入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建设、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新

机遇、 全力打造内陆地区开放新高地的

背景下， 褚郭宏委员建议贵阳要加强软

环境的建设， 提升贵阳市营商环境法制

化、国际化和便利化水平；其次要加大对

外开放，加速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大

力面向欧洲、美国、日韩、“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开放。 另外，还应引进、培养与交

流多措并举， 大力推动对外开放人才队

伍的建设。

人大代表付海燕表示，贵阳市多趟国

际航班的开通是贵阳市大开发、大开放的

一项有力措施，洲际航线的开通将对阳明

文化的传播及阳明文化走向国际化带来

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 付海燕告诉记者，

阳明文化虽说是咱们的本土文化和优秀

传统文化， 但其心学体系应当是个人的、

是国际的， 是每个人都该去遵循的良知，

洲际航线的开通正为心学体系慢慢走出

国门奠定了基础条件。

付海燕代表说，阳明文化能借助贵阳

洲际航线的开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她希望能在如此优越的

条件背景下，将每两年一次的阳明文化论

坛推向国际，将修文龙场悟道提升到阳明

文化国际论坛的水平。

凭借着优良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民

族文化资源，同时在贵阳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贵阳市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尤其是洲际航线、高铁的开通，更是为贵

阳吸引来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多彩贵

州·爽爽贵阳” 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逐

步攀升。

人大代表王光学表示，国际航班的开

通不仅便捷了市民的出行旅游，还是吸引

国际友人来黔观光体验必不可少的交通

出行方式，想做到文化传播的国际化甚至

至旅游发展的全球化，国际航班的开通是

两者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谈及如何在已具备国际化出行方式

的大背景下， 发展推广当地本土旅游文

化，王光学代表表示，以清镇市麦格乡为

例，麦格乡曾是红军长征所经之地，因而

她认为应加大政府的资金帮扶力度，大力

挖掘贵州独有的红色旅游文化价值，在推

动自身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实现贵

州红色文化的传播及传承。

王光学代表说，“虽然目前已开通的

国际航班班次较少，但路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的，就好像贵阳刚开通的地铁 1 号

线，有 1才有 2，无论是旅游经济的发展还

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脚踏

实地的精神，国际航班的陆续开通拉动我

省经济增长有目共睹，是一项再好不过的

惠民工程。 ”

此次两会，中国民主同盟贵阳市委员

会提交了《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打

造世界旅游名城的建议》的提案原案。 提

案原案中认为在贵阳文旅融合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的同时，贵阳仍面临着文旅融合

深度不够、文旅产品开发不足、产品竞争

力不强、 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和困难，制

约着打造“世界旅游名城”的目标。

提案人之一的谯莉萍委员建议，贵阳

要在文旅深度融合方面下功夫。 从管理、

创新产品、打造品牌、宣传等多方面将旅

游和文化深度结合起来。

“以青岩古镇为例，打造旅游品牌，

学习故宫出文创产品的经验， 可以借助

数博会、生态会进行形象展示” ，谯莉萍

委员表示， 文旅深度融合， 加强对外开

放，打造高端文化旅游场景，实现旅游消

费升级，既能挖掘地区旅游发展潜力，也

能促进经济发展。

■核心提示

A、加强软环境建设 加大对外开放

B、打造旅游品牌，文旅深度融合

C、完善北站区域功能

助推高铁经济

北京茅台收藏馆年终答谢 26 日结束

�������北京茅台收藏馆高于市场价大量收购 2018-1953

年茅台酒及各种名酒，茅台生肖酒，茅台纪念酒，茅台

年份酒 15，30，50，80 年以及五粮液，董酒，习酒，鸭溪

窖，眉窖，珍酒，平坝，古井贡，汾酒，郎酒，泸州老窖，

剑南春，西凤，洋河，等各地方名酒，同时还收购各种

名牌洋酒，虎骨酒，冬虫夏草，老安宫牛黄丸，老阿胶，

老片仔癀等。 为了方便市民收藏馆开出多种交易模式

方便快捷，在这里交易省去后顾之忧，让卖酒不再留有

遗憾，有顾虑的市民不防先来这里试一试。（部分整箱

老酒价格高一倍）收藏馆长年收购，电话长期有效，为

方便市民安排专人上门收购（成交报销路费)

�坚持童叟无欺 实实在在报价

主办方接待的市民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报价

实在” 。这也是收藏馆做事的根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

努力才给市民留下的好口碑。 这样的好口碑来之不易

收藏馆会很珍惜的，也会坚持把每一件事做好。

权威专业团队鉴酒 诚信为本绝不压价

收藏老酒的专业性很强， 如果市民不懂专业知识

和市场行情，很可能价格上会吃亏甚至被骗。同样的老

酒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报价也不相同， 如果市民选择不

当，那将损失的不是几百元，可能几千以致上万元。

主办方表示，“我们的鉴酒专家团队，各个均是在全

国业界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专家， 并且收藏馆制

定了严格的鉴定收购程序，在完成鉴定后，不和市民绕

圈子，因为让外行的市民通过和专业的我们讨价还价，

来确定老酒的价格，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本着诚信的原

则，绝不压价，直接干脆地报出老酒的最后价格，这个

价格保证在行业是较高的，保证市民不吃亏。这是我们

长久立足北京发展， 得到越来越多市民信任的重要原

因。 ”

老酒变现选择时机很重要

老酒何时变现合适？ 是不是老酒保存年限越久越

值钱？ 作为在老酒行业摸爬滚打了十余载的北京茅台

收藏馆，对此体会最为深切。因为老酒价格不是与收藏

年限成正比。老酒价格在几年以前达到一个高峰后，价

格呈下降态势。 人们往往有一种“买涨不买跌” 的心

态， 这可以理解。 但市场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数年以前老酒价格较高，是不正常的。 所以才会

出现之后的价格很快下滑。同样，目前老酒的价格行情

逐渐有下行趋势， 在观望中往往会丧失变现的极佳时

机，在等待中可能损失更多的现金。老酒出手宜早不宜

迟。 ”

此次， 进入年终冲刺阶段， 收酒的价格并没有调

低， 相应的礼品赠送活动继续进行。 即使自己增加成

本，也要确保市民的利益不受损。但此举毕竟只是暂时

的行为。老酒由于属性特殊，市民往往存在一些认识误

区，欢迎市民来收藏馆与专家交流。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陈玲 谢孟航 周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