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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 星期三A16陝西專題責任編輯：陳 芳

陝西東大門重要門戶城市陝西東大門重要門戶城市

如果你喜歡司馬遷，那你一定不要錯過韓城，這裡是如果你喜歡司馬遷，那你一定不要錯過韓城，這裡是 「「華夏史筆惟司馬華夏史筆惟司馬」」 的史聖的史聖
司馬遷故鄉。如果你喜歡古民居，那你一定不要錯過韓城，黨家村古建築群是東方人司馬遷故鄉。如果你喜歡古民居，那你一定不要錯過韓城，黨家村古建築群是東方人
類古代建築的活化石。如果你喜歡追古溯今，那你更不能錯過韓城，類古代建築的活化石。如果你喜歡追古溯今，那你更不能錯過韓城， 「「大禹治水大禹治水」」 、、
「「鯉魚跳龍門鯉魚跳龍門」」 等歷史典故都發生在這裡。等歷史典故都發生在這裡。20052005年，位於關中平原東北隅的陝西韓年，位於關中平原東北隅的陝西韓
城市發現了轟動一時的兩周時期大型貴族墓葬──梁帶村墓葬群，這裡出土文物之精城市發現了轟動一時的兩周時期大型貴族墓葬──梁帶村墓葬群，這裡出土文物之精
美，研究價值之高，世所罕見，成為美，研究價值之高，世所罕見，成為20052005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早在1986年，古色古香的韓城就被命名為 「全國
歷史文化名城」。 「十二五」開局以來，韓城有了一
個新的使命──建設陝西東大門重要門戶城市，打造
黃河沿岸中等規模的新型工業強市、區域性中心城市
和國家級循環經濟示範基地。

2012年1月30日，陝西省省長趙正永主持召開陝
西省政府第二次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關於
支持渭南加快建設陝西東大門的若干意見》。趙正永
指出，渭南是陝西的人口、農業、文化旅遊大市和連
接東中部地區的門戶城市，出台政策支持渭南加快建
設陝西東大門，是推動渭南發展、提升陝西外部形象
的重大舉措。並提出，支持韓城、蒲城、華陰、富平
、大荔五個區域副中心城市加快發展。

韓城作為全省僅有的三個縣級市之一，獨特的地
理交通位置是其作為 「進入韓城看陝西」窗口形象的
重要原因：韓城地處秦晉交界，是華北進入陝西的橋
頭堡位置，城市交通便利，擁有進京直達的始發列車
，西禹高速、108國道、304省道貫穿全境，是連接西
北與華北的交通要道。

在 「隨便一鎬頭就能挖出秦磚漢瓦」的關中大地
上，卻有 「關中文物最韓城」的說法。韓城現存國

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處，屬全國縣（市）之最。
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以元代建築最多、最完
整。知名景點有司馬遷祠墓、古城、黨家村等，是陝
西省唯一被評為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縣級市，文
化旅遊業形成了 「南司馬，中古城、黨家村，北龍門
」的發展格局。目前韓城正積極與陝西文化產業投資
有限公司展開合作，投資 60 億元、規劃區面積 20 平
方公里的 「史記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已全面
啟動建設。

韓城作為關中東部重要的城市，礦產資源十分豐
富。煤炭儲量達到103億噸，佔到 「渭北黑腰帶」煤
田區的35.5%；煤層氣可開採量達到2000億立方米，
同樣是渭北地區最大的氣田；鐵礦石探明儲量3000多
萬噸。境內有黃河、涺水等九條主要河流，水資源總
量達2.1億立方米。

在豐富礦產資源的支撐下，韓城形
成了焦、鋼、煤、電四大支柱產業，產
能分別達到500萬噸、700萬噸、
700萬噸，電力裝機容量280萬千
瓦。焦炭產量居西北第一，鋼鐵
產量全省第一。農業形成了椒、
果、菜、畜四大特色產業。其中
，花椒年產 4000 萬斤、產值 10
億元，產量佔到全國的 1/6。被
命名為 「中國花椒之鄉」，是全
國最大的花椒生產基地。

2011年，韓城市共有規模以
上企業75戶，其中非公有制企業
就達到 65 戶之多，實現增加值
90.3 億元，佔到全市工業增加值

的51.6%，證明非公經濟非常活躍。全市19個2000萬
元以上納稅大戶，非公有制企業有16個；6個納稅過
億元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有3個。

2011 年，韓城實現生產總值 197.3 億元，人均近
8000 美元。地方財政收入完成 8.7 億元，年均遞增 1
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49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1308元，高出陝西省平均水平2471元和3063元
。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到497.2億元，排名全省第7
。市域基本競爭力連續八年入圍西部百強，綜合實力
位居陝西縣市前列。先後榮獲全國科普示範市、全國
雙擁模範城、全國十佳投資創業城市和省級衛生城市
、園林式城市、教育強市
等稱號。

地理位置優越地理位置優越 「「進入韓城看陝西進入韓城看陝西」」

按照陝西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設陝西東大門的總體
要求，結合《關天經濟區發展規劃》中對韓城 「三級
城市」的定位，以及《渭南市加快建設陝西東大門規
劃》對韓城 「副中心城市」的定位。韓城市委市政府
對未來尤其是 「十二五」時期的建設有了總體的目標
，即：做大中心城區，做強重點城鎮，完善城市功能
，提高承載能力。到2015年，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30
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達到30萬，城鎮化率67%以
上，把韓城打造成為中等規模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對於韓城 「十二五」期間發展的思路，韓城市市
長張建中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 「園區、城區、景區
是韓城這一時期要力做好的三篇文章，也是建好陝
西東大門的重要載體」。對於這 「三區」，張建中有
形象的比喻：園區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韓城工業
主要集中在園區，工業產值90%來自園區，財政收入
的80%來自園區。城區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 「十
二五」期間，韓城將按照 「一城兩區」的既定格局，
加快建設北城區，擴大城市規模。景區則是韓城經濟
發展的增長極，韓城市將圍繞 「史聖文化、黃河文化

、古城文化」三大主題，全力建設投資60億元、規劃
面積20平方公里的 「史記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
，打造國際級文化旅遊目的地。

張市長告訴本報，對於陝西東大門這一新的歷史
任務，韓城一定會按照 「陝西東大門新型工業強市、
國家級循環經濟示範基地、國際級文化旅遊目的地、

陝西東大門特色農業大市、渭北區域金融中心城
市、陝西東北部物流中心城市的戰略定位，讓韓

城成為東中部進入陝西的靚麗窗口。

加快發展加快發展 「「東大門東大門」」 副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

2012年1月5日，在韓城市第十七屆人民代表
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張建
中說： 「2012 是韓城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也
是實施 『十二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複
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對韓城加速經濟發展
、調優產業結構、增強發展後勁，盡快走出經濟
轉型的陣痛，是個嚴峻考驗」。

2012 年韓城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生產總
值增長 15%，突破 200 億元；地方財政收入突破
10 億元，力爭達到 10.3 億元，增長 18%以上；全
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 100 億元；農民人均純收
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20%和17%
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 5.6‰以內；單位
GDP能耗下降3%，削減化學需氧量（COD）167
噸、氨氮20噸、氮氧化物2400噸，二氧化硫減排
7500噸。

目標不可謂不遠大，任務不可謂不艱巨。新
一屆的韓城領導班子，將圍繞主要預期目標，展
開又一年的攻堅。工業方面，全力推進工業做大
做強，確保工業經濟快速增長，具體為提升工業
發展水平、完善園區基礎設施、破解企業發展難
題、力抓好節能減排。

產業方面，大力實施項目帶動戰略，千方百
計擴大投資規模。重點圍繞產業升級、循環經濟
、文化產業、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等五大領域，
全面推進58個重點項目，力爭固定資金投資完成
100億元以上。同時，積極倡導向上爭項目爭資金
的意識，完善招商引資目標責任制考核和獎勵政
策，切實改善投資環境，依法嚴厲打擊干擾經濟
發展的違規違法行為。

農業方面，韓城大紅袍花椒是中國馳名商標
，韓城也將加快發展以大紅袍花椒、優質蘋果示
範園等為主的現代農業。同時加強農村基礎設施
建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旅遊業是韓城發展的增長極，韓城市委市政
府將發展壯大文化旅遊業，提升壯大服
務業，增強第三產業發展活力。同時，

加大城鎮建設力度，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按照
「北進、南伸、西延、東靠」的思路，高水平高

標準地完成韓城市第二輪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
，為今後城市科學合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民生是政府執政之基，民生事業也是構築和
諧城市的根本。根據張建中的介紹，政府將在
2012年牢固樹立民本意識，抓好農村水利、校舍
安全、村莊搬遷、生態建設等十大民生工程。繼
續完善 「五大」社保體系，做好城鄉低保、醫療
救助、扶貧濟困、殘疾人保障工作。加快以經適
房、廉租房為主的保障性住房建設，抓好採煤沉
陷區、工業區村莊搬遷，加快棚戶區改造步伐，
不斷改善群眾住房條件。

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已經到來，韓城完善的交
通設施、優美的人居環境、蓬勃的工業經濟、優
良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40萬勤勞的韓城人民

定能抓住機遇，將古老
而活力的韓城推向新的
發展高峰。

經經濟調整濟調整 發展民生發展民生 20122012任務重任務重

韓城是世界文化名人司馬遷的家鄉，中
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
最大的花椒生產基地，陝西及西北重要的能
源工業城市。地處關中平原東北部，是華北
進入陝西的橋頭堡、陝西東大門重要門戶城
市、 「進入韓城看陝西」的形象窗口。總面
積 1621 平方公里，市轄十鎮兩辦 275 個行政
村23個居委會。總人口40萬，其中城鎮人口
20.5萬。

韓城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煤炭儲量達
到 103 億噸，佔渭北煤田的 35.5%；煤層氣可
開採量 2000 億立方米，是渭北最大的氣田；
鐵礦石探明儲量3000多萬噸。

韓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擁有國家級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1 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 18 處，國家級文物之多屬全國縣（市）
之最。知名景點有司馬遷祠墓、古城、黨家
村等，素有 「華夏史筆惟司馬，關中文物最
韓城」和 「千年古縣」的美稱。

韓城產業特色鮮明。工業形成了焦、鋼
、煤、電四大支柱產業，產能分別達到500萬
噸、700 萬噸、700 萬噸，電力裝機容量 280
萬千瓦。焦炭產量居西北第一，鋼鐵產量全

省第一。文化旅遊業形成了 「南司馬，中
古城、黨家村，北龍門」的發展格局。
2009年以來，韓城與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

限公司展開戰略合作，投資 60 億元
、規劃區面積 20 平方公里的 「史記
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已全面
啟動建設。農業形成了椒、果、菜、
畜四大特色產業。其中，花椒年產

4000 萬斤、產值 10 億元，產
量 佔 全 國 的 1/6。 被 命 名 為
「中國花椒之鄉」， 「韓城大

紅袍」被國家工商總局確認為
中國馳名商標。

韓 城 簡 介

韓韓城城
韓城市新城區鳥瞰韓城市新城區鳥瞰

▲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党家村全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党家村全景

▼▼ 「「史聖史聖」」 司馬遷祠墓司馬遷祠墓

▼古城金塔▼古城金塔

▼市民休閒廣場▼市民休閒廣場 「「太史園太史園」」

▼韓城民間文化▼韓城民間文化 「「抬抬
神樓神樓」」

▲▲20052005年十大考古發現年十大考古發現── 「「青銅弄器組合青銅弄器組合」」

▲韓城特產▲韓城特產 「「大紅袍花椒大紅袍花椒」」 馳名中外馳名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