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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說 輝 煌
2011年，清遠市生產總值1286億元，是1988年的37.25倍；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84.3億元，超過1988年50倍以上。2010年，清遠躋身GDP千億元 「俱樂部」 ，這是清遠經
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近五年引進項目2625個，計劃總投資4323.72億元，累計實際投入1434.65億元。
在201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清遠市被列為連續5年穩定增長

的十個城市之一，排名第2位，綜合增長競爭力排名第5位，是粵港澳地區唯一入選的城市。
「雙到」 扶貧工作提前一年全面完成，2011年底前成功幫助23.46萬人脫貧，302條省級

貧困村集體經濟收入全部超過3萬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全面推開，
「全民醫保」 格局基本形成。

自去年初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上，汪洋
書記提出建設 「幸福廣東」以來，南粵大地上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入民生建設，努力開創幸
福共建共享的局面。清遠新一屆領導班子上任

後更是把民生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
多來，清遠不遺餘力地推動基本民生建
設，大手筆投入教育、醫療、養老、扶貧
等領域，一個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幼有
所學、住有所居、平安和諧、充滿關愛的
幸福清遠已經在粵北大地上崛起。

保障基本民生
奠定幸福之基

統計顯示，清遠今年上半年財政在民生方
面的支出 50.51 億元，增長 41.22%，令各項社
會保障不斷完善。

在學位保障上，全市新增普通高中學位
2.41 萬個，提前實現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目標；
在醫療投入上，2009年至2011年，爭取上級資
金1.12億，市、縣兩級配套1.68億，實現縣有
1 所醫院達到二級水平，每個鄉鎮有 1 所衛生
院，行政村基本實現衛生站全覆蓋。在保障住
房上，清遠解決符合住房保障條件的2505戶家
庭住房困難問題，完善保障性住房准入和退出
機制。目前市區 595 套保障性住房已經全部開
工。在促進就業上，清遠 5 年新增城鎮就業
29.68 萬人，下崗再就業 4.8 萬人，城鎮登記失
業率控制在3.5%以內。

保平安促公正打造幸福之盾
幸福的社會不僅讓人有追求幸福的衝勁，

還要給在追求幸福過程中的人們安全感。社會
平安、法制公平正義是守護幸福的金色盾牌。
今年 2 月份以來，清遠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
落實省委、省政府關於開展 「三打兩建」的工
作部署， 「三打」專項行動取得階段性成果。

截至 8 月 20 日，全市共查處 「三類」案件
22068宗，其中欺行霸市案件16765宗、製假售
假案件4994宗、商業賄賂案件309宗。

在統籌推進 「三打」工作的同時，把為民
惠民服務與 「三打」成果鞏固工作同步落實到
位，企業和群眾對 「三打」的滿意度越來越
高。據民意調查顯示：群眾對 「三打」工作滿
意度達 99.8%，對 「三打」成效顯著認可評價
達 99.7%，對周邊治安、市場經濟秩序好轉認
可率達96.5%。

加緊擴容提質美化幸福家園
「山清水秀後花園」，環境優美大大提升

群眾的幸福感。在城市，新一輪的城市擴容提
質正在加緊建設，農村地區也在進行清潔靚化
工作，清遠城區 「河在城中、城在水中、人在
綠中、房在林中、山在景中」已經顯現，古村
落古色古香，新鎮村整潔劃一。

今年 8 月 8 日，連接新城、舊城的大動脈
橋北路通車，路下隧道、路上立交讓橋北路成
了清遠的CBD；20天後，清遠人熱盼的又一項
民生工程竣工，飛來湖跨湖大橋於 8 月底通
車，飛跨飛來湖，拉近了清新與清城的時空距
離。道路通行更加順暢，城市品質大大提高，
清遠城區脫胎換骨。

北江親水平台人流如織，江濱公園載歌載
舞，今年 1 月 1 日起，全市公共圖書館已對公
眾實行免費開放，市民可在書海中遨遊。

此外，作為城市的 「綠肺」，清遠市區加
緊綠道等慢行系統建設。截至 8 月，飛來湖環
湖綠道工程已經完成了環城東路綠道試驗段
600米、筆架路與東區連接綠道200米、環城西
路1600米綠道基的交驗、筆架路綠道人行系統
鋪築。 「綠道」建成後清遠擴容提質將再上一
個台階。

（本版撰文：梁 茹 張建軍）

共建共享 幸福清遠

轉型升級構築科學發展 「橋頭堡」

在廣東的中北部、粵湘桂三省區交界處，有一座魅力之城：清遠。因其境
內有道教第十九福地飛霞山和第四十九福地靜福山，是名副其實的福地之城。
但距廣州的繁華不過百里的這裡，卻曾經被人稱為 「鄰近金三角的寒極」 。

然而在 「十八大」 召開之際，攤開發展成績單，我們驚嘆地發現，清遠此
時可謂 「換了人間」 ：2004年—2010年，清遠 「十一五」 以完美的數據收官，
GDP增速 「七連冠」 ，創造了令人矚目的 「清遠現象」 ；此外，還先後獲得了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 「中國十大最具發展潛力城市」 、 「中國十大綠色生
態城市」 、 「中國宜居城市」 等稱號。

隨着 「十八大」 大幕的拉開，中國發展再次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立足新
起點，清遠正搶抓新機遇，增創新優勢，大力實施 「橋頭堡」 發展戰略，加快
轉型升級，全面提升科學發展水平，努力實現清遠發展的二次跨越。

深化改革 多領域創新突破

▲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一行在
清遠市領導陪同下在清遠調研

改革創新，一直是清遠所倡導的，被認為
是清遠科學發展的一大突破口。如今，在 「橋
頭堡」戰略的全面實施下，清遠在各領域多點
開花，進行了多項改革創新，突破了傳統的觀
念，摒棄了狹隘思維，在區域協調發展、行政
審批制度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 「連
下猛藥」，邁出了突破傳統、敢於創新的大步
伐。

「六個率先突破」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廣東是全國的縮影，
清遠又是廣東的縮影。清遠對區域協調發展問
題的積極探索，無疑將為廣東乃至全國解決類
似問題提供參考樣本。

今年廣東省黨代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清遠作為欠發達
的山區市，也是最有條件在區域協調發展中實
現突破的城市之一。汪洋當場給清遠布置了一
道 「題目」：希望清遠借東風、開快船，加速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到達幸福的彼岸。

如何解答好汪洋書記的 「命題」？對此，
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提出 「六個率先突破」，
加快建設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示範區步伐。一要
在主體功能區規劃建設方面率先突破。二要在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率先突破。三要在中
心城區擴容提質方面率先突破。四要在對接融
入珠三角方面率先突破。五要在吸引珠三角人
才方面率先突破。六要在縣域經濟發展和扶貧
開發方面率先突破。

推進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打造新優勢

改革的實質就是體制創新。葛長偉強調，
清遠要進一步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打
造體制機制新優勢。

今年 4 月份，清遠市政府辦公室印發了
《關於開展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
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正式拉開清遠深化行政
體制改革工作的序幕。

本次改革要着力解決政府經濟調節越位，
市場監管缺位，社會管理錯位，公共服務不到
位等問題，推動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改革
的重點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明確政府管
理事項，減少政府手中的權力；同時注重政府
的監管職能、最大限度減少行政審批、積極培
育社會組織，提高政府服務效能，建設一個既
是 「小政府」又是 「強政府」，既是 「大社
會」又是 「好社會」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據了
解，本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將首先在市直行政
機關範圍展開，並計劃 9 月底公布《清遠市市
級政府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目
錄》。

清遠的主政者表示， 「凡是珠三角和其他
城市在行政審批改革方面能做到的，我們也要
想辦法做到。」筆者獲悉，清遠正以簡政放權
為核心，加快清理審批事項，按照能放則放的
原則，進一步向縣（市、區）和高新區下放轉
移管理權限。

加強社會組織建設
促進社會管理創新

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社會管理也是清
遠改革的 「重頭戲」。 「社會組織有能力接的
就大膽轉，社會組織暫時接不了，就抓緊培育
完善。」葛長偉對於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
話擲地有聲。筆者了解到，清遠正開展基層社
會管理體制改革試革試點工作，探索基層社會
綜合治理與服務體系建設新路子。清遠還因地
制宜，制定了規範管理和發展社會組織的 「路
線圖」：

市直地區主要推動行政色彩較濃的社會組
織 「去行政化」、 「去壟斷化」；

南部地區重點扶持引導公益慈善和社會服
務等各類社會組織加快發展；

北部地區主要探索建立縣、鎮、村
三級社會綜合服務網絡，把社會管理服
務延伸到行政村（社區），解決群眾辦事
難問題。如陽山縣探索建立 「三包五
員」制度，即：駐村鎮幹部和村（社區）
幹部 「包片、包組、包戶」聯繫群眾，充
分發揮 「宣傳員、服務員、信急員、聯絡員和
維穩員」的作用，免費為群眾代辦事務。

變。
事實上，通過用經濟和產業布局調整產業

結構，用現代技術大力改造傳統落後產業，用
承接產業轉移提升產業結構，用引進高技術項
目優化產業結構，一個環珠三角高端產業新區
正在清遠形成。

發展高端產業並不意味着就是要把傳統支
柱產業一桿打死。針對有色金屬加工、再生資
源、建材、輕紡等發展基礎較好的傳統優勢產
業，當地通過創意研發、品牌提升、渠道拓展
等方式延伸產業鏈優化產業結構、增加產業附
加值；對於發電、水泥、陶瓷等高耗能企業，
則依靠先進技術進行節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
率……

同時，清遠着力夯實園區發展基礎。建成

了佛山（清遠）產業轉移園、順德（英德）產
業轉移園、佛山禪城（清新）產業轉移園等 3
個省級產業轉移園以及順德清遠（英德）產業
特別合作區（省級經濟合作區）、華僑工業
園、民族工業園等一批重點園區，夯實了產業
轉型升級的載體。形成了清城石角循環經濟、
佛岡龍山空調制冷配件、清城源潭陶瓷製造和
英德水泥製造等四大產業集群。

在積極主動承接產業轉移和加快產業集聚
的同時，清遠還不斷加強自主創新，提升產業
走向高端，以約克、豪美、佳的美、建滔、國
珠集團為代表的高新企業技術水平處於世界前
列。目前，清遠全市共有高新技術企業44家，
高新技術產品 23 個，名牌產品和著名商標 64
個。

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加快轉型升
級，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的重要路
徑，是事關廣東前途命運的一場硬仗。而清遠
早在 2008 年就已走上了轉型之路。4 年前，清
遠市委、市政府在 「三化一園」（工業化、城
市化、市場化、後花園）發展戰略的基礎上，
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及時調整發展思路，提出
並大力實施了 「四個化」（工業園區化、農業
產業化、城鎮特色化、管理人性化）發展戰
略。 「四個化」猶如 「四輪驅動」，促使清遠
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如今， 「橋頭堡」戰略的提出，更是將當
地的轉型升級推向高潮。去年底召開的清遠市
第六次黨代會敏銳地把握了區域發展的新態
勢，提出了 「橋頭堡」發展戰略，改變了清遠
在區域定位的傳統思維，也為今後五年的政府
工作指明了方向。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轉型
升級，就是全面落實 「橋頭堡」發展戰略的重

要抓手。
轉型升級，理念先行。清遠市委書記葛長

偉指出，要圍繞轉型升級解放思想。要深刻認
識加快轉型升級，不轉不行，慢轉也不行，盲
目轉更不行。要緊密結合實際，創新思維，大
膽探索，積極嘗試，堅決從粗放型的發展路徑
中解放出來，從片面追求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
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以提高質量為重點，敢於
讓利，勇於承受一時改革陣痛，堅定不移地走
轉型發展之路，為清遠更長時期的科學發展奠
定堅實基礎。

清遠堅定不移推進轉型升級的決心源於對
轉型升級的準確把握和全面理解。新一屆清遠
市委市政府進一步提出，將圍繞建設環珠三角
高端產業成長新區的目標，選准轉變發展方式
的方向，把握轉變發展方式的規律，加大轉變
發展方式的力度，着力在發展高端產業和產業
鏈高端環節上下工夫，加快推動發展方式的轉

生活在清遠的人們時刻都在感受着城市的巨變

清遠夜色燈火璀璨，散發迷人光芒

一批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提高了清遠的
經濟質量

▲在清遠，隨處可見市民休閒娛樂時的
幸福身影

▲清遠加大農產品基地建設，以農業
產業化帶動扶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