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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廣東
省委書記汪洋早在2008年3月赴東莞調研時便鮮明地指出，由此拉開產
業轉型升級戰略之序幕，珠三角 「騰籠換鳥」，粵東西北 「築巢引
鳳」， 「雙轉移」穩步推出。從國家到省到市，一系列轉型升級的保
障、獎勵、推進機制為轉型升級保駕護航，如今年上半年國家工商總局

出台《關於支持廣東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意見》，共5個部分
32條賦予了廣東很多突破性較大的先行先試政策，以及更多實在的惠
商惠民政策。

近3年來，廣東省財政投入425億元築 「巢」，粵東西北地區建起
產業轉移工業園，形成產業集聚。作為 「十二五」的開局之年，2011
年廣東重點項目建設持續發力，成為當前支撐全省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載
體、新引擎。2011 年，廣東共安排省重點項目 280 項，當年完成投資
4349億元，加快了全省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和可持續發展後勁。

2011 年廣東 GDP 達 5.3 萬億元，增長 10%，連續 23 年排名內地第
一。然而今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不但隻字未提 「GDP 排名第
一」，而且今年的 GDP 增長預期調低為 8.5%，比上年下降 0.5 個百分
點；同時增加了現代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等結構質量指
標。一增一減，折射廣東發展新思路：經濟大省主動調低增速，表明轉
型升級的決心——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廣東將發展的重點徹底轉
移到轉型升級上來。

轉型中的廣東產業結構出現了很大變化，告別了以往單純的來料加
工時代。廣東省外經貿廳《廣東外經貿發展報告（2011-2012）》中指
出，珠三角地區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外資企業 ODM（設計生產）和
OBM（原創品牌）混合生產出口比重已經達到40%，東西兩翼和山區
比重接近 30%。截至去年底，廣東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企業由 2008 年
的33132家減少到2011年的28970家，而加工貿易出口額由2612.6億美
元上升到3115.2億美元，企業平均出口規模增長36.4%。

同時，建設創新型產業集群步伐加快。廣東初步形成了廣州國內領
先水平的個體化醫療和生物醫藥產業集群、惠州規模超千億的智能終端
及雲計算應用產業集群以及稀貴金屬、集成電路設計等12個省級以上
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如廣州目前已有 40 多個創意園，而當地 「三
舊」改造 「騰籠換鳥」，測算每年可拉動投資1000億元。

高新區的發展也是廣東的一大亮點。2011 年高新技術產品佔工業
總產值比重達到37.8%，成為優化提升產業結構 「主力軍」，其中高新
區的工業總產值已突破1.57萬億，增長約20%。全省擁有省級以上高新
區21家，其中國家級高新區9家，數量位居全國第一。高新區以佔全省
0.2%的土地面積，創造了全省約1/6的工業總產值、1/6的出口額、1/3
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 「金字招牌」。

此外，落後產能的淘汰和加快發展清潔能源，推動循環經濟，促使
廣東近年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污染氣體二氧化硫亦得到有效遏制，
在全國屬於較輕微的污染。珠三角灰霾6年前平均100天以上，2007年
平均75天，而2011年全省平均灰霾天數為45天。省會廣州去年的灰霾
天數是34天，比2009年大幅度降低60%。

通過堅持轉方式、調結構，廣東率先走出了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拉

大的珠三角與東西北地區之間區域差異係數，終於出現歷史性的轉
變——從 2007 年的 0.721 降至 2010 年的 0.633，城鄉居民收入比也從
3.151 縮小到 3.031。專家指出，廣東已經從對 GDP 的崇拜和迷信中真
正解放了出來，咬定轉型升級不放鬆，廣東嘗到了甜頭。如今的廣東更
加明白，只有繼續轉型升級，才會夯實幸福道路之基。

在粵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企業近年減少，致力轉型升級增強競爭力在粵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企業近年減少，致力轉型升級增強競爭力
（本報攝）（本報攝）

從從 「「廣東製造廣東製造」」 到到 「「廣東創造廣東創造」」 ，近五年廣東成功應對金，近五年廣東成功應對金
融危機、國外消費需求下降等挑戰，當中制勝法寶便是融危機、國外消費需求下降等挑戰，當中制勝法寶便是 「「產業產業
轉型升級轉型升級」」 。據科技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據科技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112011》顯示，》顯示，
廣東創新績效排名內地第一，研發投入佔廣東創新績效排名內地第一，研發投入佔GDPGDP比重首超內地水比重首超內地水
平；而高技術製造業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一，全省高新技術產平；而高技術製造業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一，全省高新技術產
品產值達品產值達3.43.4萬億元，增長萬億元，增長17%17%。從追求轉型升級的。從追求轉型升級的 「「戰略成戰略成
功功」」 ，到淡化總量位次的，到淡化總量位次的 「「戰術勝利戰術勝利」」 ，更成為今年廣東加快，更成為今年廣東加快
轉型升級的主色調。轉型升級的主色調。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方俊明方俊明

從數字看廣東轉型升級
2010年，珠三角與東西北地區之間區域差異係數從2007年

的0.721降至2010年的0.633，城鄉居民收入比也從3.151縮小到
3.031。

2011 年，廣東 GDP 總量達到 5.3 萬億元，在內地各省市區
中首次突破 5 萬億元大關。其中，高新區以佔全省 0.2%的土地
面積，創造了全省約 1/6 的工業總產值、1/6 的出口額、1/3 的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全省擁有省級以上高新區21家，其中國家
級高新區9家，數量位居全國第一。

2011 年，廣東創新績效排名全國第一，如研發人員總數、
發明專利授權量、企業創新能力均居全國首位；發明技術自給
率從 2005 年的 45.4%上升到目前的 65%；研發投入佔 GDP 比重
首次超過全國水平；高技術製造業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一，全
省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3.4萬億元，增長17%；省戰略性新興產
業實現產品產值1.5萬億元，增長24%。

至 2011 年底，珠三角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外資企業 ODM
（設計生產）和 OBM（原創品牌）混合生產出口比重已達到
40%，東西兩翼和山區比重接近30%。廣東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
企業由 2008 年的 33132 家減至 2011 年的 28970 家，而加工貿易
出口額由 2612.6 億美元升至 3115.2 億美元，企業平均出口規模
增長36.4%。

目前廣東高技術製造業規模保持全國第一，去年高新技術產品產目前廣東高技術製造業規模保持全國第一，去年高新技術產品產
值達值達3.43.4萬億元萬億元

（本報攝）（本報攝）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
在參加全國人大江西代表團審議政府工
作報告時，希望江西繼續為全國集體林
權制度改革探索新的路子，創造新的辦
法。

溫總理如此關注江西集體林權制度
發展，還得追源於2004的江西林權制度
改革。2004年9月，江西省率先在全國
開展了以 「明晰產權、減輕稅費、放活
經營、規範流轉」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林
權制度改革，實現了 「山定權、樹定
根、人定心」，大大激發了廣大農民和
全社會造林護林積極性。江西的林權改
革被溫總理盛讚為 「與改革開放初期的
聯產承包責任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義」。

主體改革基本結束後，應時代發展
要求，江西省成立了以南方林業產權交
易所為龍頭工程，推進各項林業配套改
革，實現林業資源變資本、資源優勢變
經濟優勢。

網絡資本化運作
林業資源變資本

圍繞 「統一市場、網上市場、資本
市場」三個市場建設，規範林權交易，
保障林農利益，促進林業資源變資本。

會員制形式整合資源。整合了全省
78家縣級林權交易機構，實現林權交易
信息披露、競價交易、資金結算、制度
規則和監督管理 「五統一」，建立了統
一、專業的林權交易市場，有效規範
了全省林權交易行為，防範了交易風
險。

網絡智能化運作。開發建成了全
國林權交易信息和林業投資者彙集平
台——南方林權交易網，為林農和企業
免費網上開店的林產品網上商城和網上
林權交易系統，建立統一的網上林權交
易市場，一定程度解決了林農
信息不對稱和林農的土特產銷
售渠道問題，實現森林資源網
上交易和陽光交易。

資本化思路運作。引進金
融機構 120 億元林權抵押貸款
額度，打造林業資本市場和金
融服務平台。與三家銀行簽訂
戰略協議，獲林權抵押貸款服
務授信 120 億 元 的 額 度 ， 搭
建了金融服務平台，有效解
決廣大林農和林業企業融資
難問題。

網絡化和資本化兩翼拉動，助飛構
建統一、規範、活躍的區域性林權交易
市場。

產業升級 促農民增收
有 「林改第一村」之稱的江西省武

寧縣羅坪鎮長水村，村民用林地去抵押
貸款，有的辦起了 「農家樂」，有的搞
起了運輸等，2011年全村人均純收入超
過 10000 元，村裡生態環境也變得更加
優美。在長水村，村民告訴記者，林改
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擁護，林改後，村
裡生態環境好了，老百姓的收益增加
了，有了林權，老百姓的心裡更有底兒
了。

這些，源於林權改革，源於林業產
業升級換代，源於權力陽光運行。

現在，林業投資周期比以前大大縮
短了，林權交易市場彙集了各種林業投
資者，荒地、幼林、中齡林、近成熟林
等不同林齡的林地項目均有投資者跟進
交易，林業經營不再局限於從造林到成
材採伐這種傳統模式，具備短期變現功
能，縮短了林業的投資回報期，實現了
林權從資源要素向資本要素的轉變。區
域性林權交易市場的建立，有利於解決
林農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利於促進
農民增收。

南方林權交易所自 2009 年成立以
來，已開展林地、林木等林權交易1500
餘宗，成交 80 萬多畝，成交金額 20 億
元；林權抵押貸款餘額60多億元，森林
保險參保面積 1 億多畝。交易業務有效
輻射到了湖北、安徽、雲南、四川和湖
南等20多個省市。該交易所榮獲聯合國
糧農組織 「省級林權交易示範中心」、
國家林業局林業電子商務示範省、鄱陽
湖生態經濟區先行先試典範等榮譽稱
號，區域性影響地位正在逐步顯現。

本報記者：蘇越

平安都昌 幸福百姓
近日電視裡、網絡上，到處都能聽到看到， 「你幸

福嗎？」 「幸福」成了媒體的熱門詞彙。 「你幸福
嗎？」一個簡單的問句背後蘊含着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
所處環境、經濟、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體會。而公
眾安全感滿意度和幹部使用滿意度最能體現一個城市人
民生活的幸福指數。近年來，都昌在這兩項測評滿意度
中調查都交了滿意的答卷。

平安之城
讓百姓盡享放心生活

幸福在哪裡？幸福就在平安都昌城裡。鄱陽湖上都
昌縣，這座因鄱陽湖而建，因鄱陽湖而興的濱湖大縣，
有着80多萬人民。讓80萬人民都過上平安幸福的生活，
是都昌人不懈的追求。平安，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沒有
平安，幸福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礎。近年來，都昌縣以
「平安都昌」建設為載體，加強公共安全防控體系建

設，加大社會治安管控力度，全縣的治安一年比一年
好，平安面一年比一年大。老百姓治安滿意率一年比一
年高，社會環境和諧穩定，平安建設取得了明顯的進
步。在爭創全省公眾安全感滿意縣測評中，都昌縣全省
排名指數從2010年上半年度的第66位到今年上半年度的
第10位，一下躋入全省99個縣（市、區）排名前十。這
可喜的成績，來之不易。

十八大前夕，記者在江西都昌縣專訪都昌縣委書記
周毛春時問到，都昌是個大縣，縣情相對來講較複雜，
全省公眾安全感滿意度和幹部使用滿意度調查測評中，
都昌縣都能躋身全省第一方陣，都昌是如何做到的？周
毛春書記回答記者時說， 「這都是全縣黨員幹部和人民
共同努力的結果。在創先争優中，都昌縣以基層組織建
設為引領，黨員干部下基層、訪民情、解民懮、促和
諧，基層黨建更是以 「民情家訪、民事快遞、民富工
程」的理念服務群眾， 「創建」工程成為群眾滿意工
程。」周毛春還說， 「百姓幸福是他幹事業的理想和追

求，領導幹部要心裡時刻裝着百姓，百姓安，則安；百
姓幸福，則幸福！建設平安都昌，讓老百姓生活真正放
心、舒心。」

都昌，連續兩年獲得 「全省平安縣」榮譽稱號和連
續五年獲得 「全省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先進縣」，在
全省組織的幹部滿意度測評調查中，也躋身全省第一方
陣。

幸福之城
讓百姓過上滿意的生活

夜晚華燈初上，東湖、南山和港口流光溢彩，景色
迷人。縣城東湖廣場上，市民更是跳起了幸福之舞。談
起都昌這幾年的城市發展，家住都昌縣城的張大爺說，
「以前縣城面積小，人口多，許多生活配套設施陳舊，

更別說有什麼公園遊樂場了。」當記者問起張大爺，你
幸福嗎？張大爺很肯定的回答道， 「很幸福啊，我和老
伴都有退休工資，兒女工作穩定，也很孝順，生活沒有
後顧之憂，所以我感覺生活很幸福。」

近年來，都昌縣城變化飛速，年年大變樣。在城
區，林林總總的各類水體彰顯了靈動之美，鬱鬱葱葱的
樹木花草迸發出勃勃生機，遍布於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公
園、廣場、小湖宛如一顆顆綠色寶石；寬敞潔淨的街
道，富有現代氣息的居民小區，功能完善的教育、文化
和衛生建設,使這座城市真正成為人民幸福生活的理想之
地。

都昌，這座有着2000多年歷史文明的古城，吸引了
無數文人墨客駐足忘返，李白、蘇軾、黃庭堅等著名詩
人都為之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歷史文明賦予這座城
市的文化底蘊，讓正在發生着日新月異變化的千年古城
發展的更加從容。該縣先後榮獲 「中國新能源產業百強
縣」、 「中 國 淡 水 珍 珠 之 鄉」， 「中 國 小 天 鵝 之
鄉」……，這一張張榮譽名片，讓一座山水相依的鄱湖
新城正在顯現。 本報記者：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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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權網上拍賣場景林權網上拍賣場景鄱陽湖畔的幸福生活

建設富裕和諧秀美江西建設富裕和諧秀美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