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提出，强化改革试点示范引领，抓紧提炼长三角地区可复
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做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近年来，以浦东“证照分离”试点为代表的上海“放管服”改革、
江苏的“不见面审批”、浙江的“最多跑一次”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是重头戏。上海市财
政局局长过剑飞表示，借助自贸港建设，财政部门正抓紧研究设计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税收制度， 内容包括新的离岸税收政策体系。通
过这些措施，不仅鼓励企业走出去，也把海外资金引进来。据新华社

今年1月，《锋味》第五集正式播出。节
目中，谢霆锋邀请了阿娇、何超莲等艺人
朋友，共同感受扬州“城在园中 ，园在城
中”、瘦西湖烟柳画桥的秋季风光，享受坐
船漫游瘦西湖、大明寺里参悟人生、趣园
茶社品味早茶文化、扬州三把刀技艺按摩
等“扬州瘦西湖·精致慢生活”精华体验，
领略扬州的独特美食及背后的故事。瘦西
湖五亭桥、熙春台、瘦西湖船娘、大明寺、
迎宾馆、虹桥坊温泉酒店、趣园茶社、扬州
宴等均有入镜。

《锋味》节目中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
影像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
活态度。据悉，美食已经成为现代人旅行
的重要目的之一。全球订房网Booking的调
查数据显示，在1.18亿条旅客评语中，75%
的旅客在挑选下一个旅游地点时会考虑
当地是否以美食著称。美食已成为决定人
们“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旅游时代，景区
积极在凸显扬州美食目的地形象上求突
破，契合“快旅慢游”注重休闲、注重品质
的新旅游方式，增强全域旅游下食住行游

购娱的全方位深
度体验。 景区以
美食为起点 ，串
联起吃喝玩乐娱等
自然景观、 人文景
观、休闲设施、餐饮
住宿环节， 形成大
景区美食旅游带，让游
客在慢游中体会美食
美景，真正体验和享受“扬
州瘦西湖·精致慢生活”。

据介绍， 景区一直致
力于不断满足游客的个性化、
差异化需求，让游客来到扬州
不再是单纯观赏五亭桥 、白
塔，而是主动去体验扬州慢生活，
品尝淮扬菜， 享受三把刀， 感受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文化，
真正实现“从早到晚的享受，四时八
节的变幻”，体验“他乡即故乡”深度旅游，
让景区成为融“古城文化、湖上园林、人文
生态、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品牌旅游
度假区。

新浪首页、搜狐旅游、今日头条、凤凰网、新华网等平台发布原创文章达200多篇

扬州美景美食入镜谢霆锋《锋味》综艺节目———

现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作为立法法
的配套法规， 是2002年1月1日开始
施行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结合2015年3月修改的立法法，需要
在以下方面对这两个条例进行修改
完善：一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等中央文件的要求，体现党对

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 二是落实修
改后的立法法提出的各项新要求 ；
三是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方面的工作经验， 解决立法实
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日前，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签

署国务院令，公

布《国务院关于

修改〈行政法规

制定程序条例〉

的决定》和《国务

院关于修改〈规

章制定程序条

例〉的决定》，自

2018年5月1日起
施行。日前，国务

院法制办负责人

就这两个决定的

有关问题回答了

记者的提问。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答

国务院法制办就《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答记者问

政府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

为什么要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问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必须把
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
程和各方面。

一是明确要求制定行政法规 、
规章， 应当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是规定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

配套行政法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报告党中央； 制定经济、 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等方面重大体制和重大
政策调整的重要行政法规，应当将行
政法规草案或者行政法规草案涉及
的重大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
党中央。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规

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党中
央或者同级党委（党组）；制定重大经
济社会方面的规章，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报告同级党委（党组）。

三是规定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应当报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

在政府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问

答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

善治。
一是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

度。 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社会
公开征集行政法规制定项目建议 ，国
务院部门，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设区
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向社会
公开征集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并应当
对立项申请和公开征集的项目建议进
行评估论证。

二是确立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规
定起草时应当将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
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
见； 审查时可以将送审稿或者修改稿
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向
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

三是规定委托第三方起草制度 。
起草专业性较强的行政法规、规章，可
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
作， 或者委托有关专家、 教学科研单

位、社会组织起草。
四是确立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

制度。起草或者审查行政法规、规章，涉
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减损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
义务，对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等重大利
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进行论证咨询。

五是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起草部
门、 法制机构可以组织对行政法规、规
章或者其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
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废止有关
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重要参考。

六是重申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防止
违反上位法。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
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
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
职责；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
务的规范。 据新华社

答

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方面规定了哪些具体制度？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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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网络上一个美食节目持续火爆，许多人都在谈

论节目里的美食美景。这就是谢霆锋领衔打造的《锋味》。最

新播出的第五集整集介绍了扬州的美食，扬州“城在园

中，园在城中”、瘦西湖烟柳画桥的美景也一一入

镜。许多观众在观看了节目后纷纷留言：“我一定要

去扬州品美食赏美景。”

在近日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沪

苏浙皖三省一市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创新引领率先实

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的总要求，就长三角城市群建

设、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落实

十九大精神的背景下，长三角最重量级的会议传递出

区域协调发展的哪些新信息？
借力“网红”讲述扬州精致故事

“居高声自远”，在现代旅游市场上谁
把控了高端宣传媒介，谁就拥有最大的市
场影响力。扬州旅游营销中心有限公司将
目光瞄准了谢霆锋主导的《锋味》这样一
档美食综艺节目。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为什么会
选择这么一档美食真人秀节目？一组数据
可以说明一切：该节目的前身《十二道锋
味3》全网播放量达10.4亿次，收视率11次
登顶， 同时段综艺收视TOP1。“十二道锋
味”话题阅读量达50亿次，可以说是中国
第一美食节目和综艺美食盛宴。

“《锋味》 的收视主力为25至45岁的实
力消费人群， 这与瘦西湖作为高端精致景
区的目标人群构成高度契合。”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这是景区跨界营销讲品牌故事的新范
例，近年来景区管委会通过资源大整合、景
区大营销，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建设，通过整
合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互联
网+智慧旅游、实施全面营销战略、带动巨
头推广品牌等举措，塑造了“扬州瘦西湖·
精致慢生活”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得知《锋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拍
摄目的地后， 景区积极邀请节目组来扬，
扬州的美食美景让节目组十分满意。“我
们选择扬州就是看中大景区在美食 、美
景、文化多方面的优势资源。”节目导演告
诉记者。

网红出镜
综艺节目吸引目标受众关注

美食为媒
让游客感受扬州精致慢生活

跨界营销
新媒体“助力”
讲好品牌故事

A

B

C

本报记者 吴涛

近年来，微博、微信、自媒体等新
媒体方兴未艾，景区在旅游营销上充
分利用互联网的宣传渠道和影响力
优势，借助各类媒体及微信、微博等
手段， 开展了高密度的立体宣传营
销，塑造了瘦西湖“江苏景区第一品
牌”形象。

借助微博的微话题新媒体营销，
让瘦西湖景区从“一个由汉字和符号
构成的名字”变成了“扬州瘦西湖·精
致慢生活”的品牌故事。

2017年7月、11月， 总粉丝量达
592万人的14名微博达人接受邀请，
参加#瘦西湖完美假期#微博暨自媒
体达人扬州体验之旅。在活动期间，
#瘦西湖完美假期#微博专项话题阅
读数达到3041.7万次 ， 两季活动优
质内容的直接 阅 读 量 达 5301.5万
次。

“他们每发一条关于扬州旅游
的微博， 就相当于在几百万网友中
做一次免费的广告， 宣传效果可想
而知。”扬州旅游营销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浪首页、搜
狐旅游 、天天快报 、今日头条 、凤凰
网、网易、新华网等各平台原创文章
发布已达200多篇，图文大多被各平
台置顶或推荐， 形成了扬州旅游天
天占头条 、时时看得到的 “霸屏 ”现
象 ，有图有真相 、有内容有视频 ，真
正成为景区宣传营销的新“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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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出， 要共建内聚外合的
创新网络， 在长三角地区率先构建
我国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协同创新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意味着创新绝不是一城一地的事
情。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
表示， 当前城市群在全球经济竞争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IT创
新的代表硅谷，就是一个城市群，包
含旧金山、圣何塞等多个城市。

在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方
面，长三角内部互补优势明显：上海科
技教育发达，江苏实体经济基础好，浙
江市场活力强， 安徽在新技术方面有
后发优势。依托这些区域特点，企业家
们不断推动创新要素的优化组合。

创新驱动有了新抓手

会议提出，要促进长三角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
体化市场，大力实施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
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动的“三共三互”工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长三角规划专家郁
鸿胜说， 城市群的发展已经逐渐从硬件相通阶段走向制度对接阶
段。要实现人的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在城市群内部加强医疗、教育
和社保等制度的对接，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制度体系对接成为新方向

长三角三省一市示意图

节目拍摄现场。资料图片

会议提出，要以交通、能源为重点统筹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跨省（市）城际铁路、城市轨道的规划衔接，加强长三角机
场群和港口群协同发展合作。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长三角协调发展的亮点。包括沪宁、沪
杭、宁杭等多条线路在内，长三角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高铁网络。
全国第一条跨省的轨道交通线路———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 使江
苏昆山和上海实现了“同城生活”。积极打造“浙江接轨上海示范
区”的嘉兴市，也在谋划轨道交通网络与上海对接。

实现互联互通水平的新提升， 市场力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上
海市浙江商会会长郭广昌说，浙商积极参与长三角的交通一体化进
程，推动区域之间的“无缝连接”，使各种要素能够高效整合起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谋求新提升

先行先试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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