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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力科學發展給力科學發展 建設和諧富裕文明建設和諧富裕文明新余新余

20102010年年 全省工業發展先進市（第一名）全省工業發展先進市（第一名）
全省新型城鎮化先進市（第二名）全省新型城鎮化先進市（第二名）
江西首個江西首個「「國家森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

20092009年年 全省新型城鎮化先進市（第一名）全省新型城鎮化先進市（第一名）
國家新能源科技城國家新能源科技城
中國光伏產業最佳投資城市中國光伏產業最佳投資城市
國家硅材料及光伏應用產業基地國家硅材料及光伏應用產業基地
中國最具特色金融生態示範城市中國最具特色金融生態示範城市

20082008年年 全省市縣政府綜合考評第一名全省市縣政府綜合考評第一名
國家園林城市國家園林城市

榜新 余 榮 譽

▲▲

「「新鋼製造新鋼製造」」 挺進德國市場挺進德國市場

▲▲

江西億鉑電子江西億鉑電子
硒鼓出口供不應求硒鼓出口供不應求

▲國內首個單體規模最大的太陽能車棚▲國內首個單體規模最大的太陽能車棚 ▲動力與儲能電池產業發展加速▲動力與儲能電池產業發展加速 ▲新余鐵路貨運量居全省最大▲新余鐵路貨運量居全省最大

▲市委副書記、市長劉捷（左三）在企業調研▲市委副書記、市長劉捷（左三）在企業調研

新余是江西省工業化程度高、城市化速率最快的城市之一新余是江西省工業化程度高、城市化速率最快的城市之一

▲全國文明村鎮昌坊村▲全國文明村鎮昌坊村

▲市委書記李安澤（前排右三）在企業調研▲市委書記李安澤（前排右三）在企業調研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曾言：
「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
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
要威脅社會穩定。」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目前全球70%以
上的GDP、85%以上第三產業增加值、90%以上高校科研力
量都集中在城市。 「城市是人類進行創造的主要舞台，是人類
文明的象徵。作為人口逾百萬的城市主政者，最大的政治使命
就是在實現城市全面、完整和高度現代化的同時，創造和諧文
明的社會，並使人民幸福最大化。」 新余市市委書記李安澤在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本報記者梁曉睿

化劣為優 創新余奇跡
2011年，面對歐債危機的影響，江西最年輕和最小的設區市——新余卻

實現生產總值779.21億元，增長13.3%；財政總收入保持了38%的增長，達到
111.3億元，是2007年的2.68倍；人均GDP達到68155元，按2011年平均匯
率折算為10552美元，成為江西省唯一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的設區市，也
是全國44個人均GDP超一萬美元的地級以上城市之一。這意味着，新余站
在了現代化的門檻上，開始邁入工業化後期和上中等收入經濟社會發展階
段。

一個不沿江、不靠海、不沿邊，既無名校名所，又無豐裕資源稟賦的中
部人口小市緣何能開贛鄱的先河？面對記者的不解，扎根新余已逾四載，歷
任新余市市長和市委書記的李安澤卻首先向記者娓娓講述了三個旅行者外出
的故事：有三個旅行者早晨一同外出。一個人拿了把雨傘，另一人拿了根枴
杖，第三個人什麼也沒有拿。晚上回來時，拿傘的渾身是水，拿枴杖的渾身
是傷，而什麼也沒有拿的卻安然無恙。你知道為什麼嗎？

李安澤旋即向記者揭曉了答案：因為拿傘的依仗有傘，不在乎大雨；拿
枴杖的依恃有枴杖，不在意路滑；而什麼也沒拿的，遇上大雨就躲着走，面
臨路滑就小心走。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優勢僅僅是成功的基礎，並且優勢是
發展的、相對的，只有化劣為優，善用、巧用、用足優勢，才能走向成功。

新余近年來的發展，正因為沒有中心區位優勢，所以，用 「開明開放、
包容大度」創造了一座外地人 「最沒有陌生感的城市」。 「十一五」時期全
市實際利用5000萬元以上工業項目資金年均增長44.5%，實際利用外資年均
增長49.1%，外貿出口年均增長116.8%，江西省15%的出口量、22%的加工貿
易來自新余。2011年實際利用國內市外資金317億元，增長30%，其中新引
進5000萬元以上項目資金188.94億元，增長34.4%。

正因為沒有教育優勢，所以，新余用合縱連橫策略打造科技創新城。該
市與上海交大、中南大學等8個科研院所建立了產學研一體化合作關係，成
立了新鋼、賽維兩個中國工程院院士工作站，聘請了13名政府院士顧問，新
鋼公司 「高品質船用中厚板高效製造關鍵技術研發與集成」項目獲得國家科
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實現了復市以來國家級科學技術獎零突破。2011年，新
余全社會研發經費佔生產總值比重 2.6%，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
52%，科技創新 「六個一」工程考核列全省第一名，並因此而於2011年被評
為 「全國十大最具成長力創新型城市」。

正因為沒有資源稟賦優勢，所以新余始終不渝地把 「科學發展」當作第
一要務，把 「永續城市」當作最終目的，把 「內生增長、包容性增長和創新
驅動發展」當作轉型升級的核心，堅定不移地走 「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
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
道路。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該市緊緊圍繞省委書記蘇榮提出的 「在全省率
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率先實現城鄉一體化，努力建成資源節約型
環境友好型生態園林城市」的目標，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戶外照明和
生物醫藥產業，一改過去 「鋼鐵獨大」局面，基本形成了以鋼鐵、新能源、
新材料三大產業為支柱的新型工業體系。2011年，三大產業實現主營業務收
入1255億元，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的79.4%；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工業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達64.8%；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5.6：67：27.4，工業化
率達 60.41%，較 2007 年提高了 4.51%。2010 年，該市被國家
綠化委員會、國家林業局聯合授予 「國家森林城市」稱
號，成為全國22個國家森林城市之一，並開創了江西省
創建國家森林城市的先河。2011年至2012年，新余又
先後爭取到國家 「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全國資源枯
竭型轉型試點城市和全國首批 「節能減排財政政策
綜合示範城市」三項國家重大政策的支持。這意味
着，新余將獲得120億中央財政支持，近50億政府
配套資金，能夠帶動上千億的項目投資。這是新余
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的良好契機。10年內，戶外照明產業有望成為該市繼鋼鐵、新能源、新材料
三大支柱產業之後的第四大年銷售額突破1000億元的支柱產業，生物醫藥也
有望在2015年實現銷售收入100億元。

正因為沒有人口優勢，所以，新余制定出台了《新余市科技創新中長期
發展規劃綱要》，以實施科技創新 「543211」工程和人才引進培養 「十百千
萬」工程為抓手，開創了 「以人才引領產業，產業聚集人才」的新余人才引
進模式，並獲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
源潮與江西省委書記蘇榮的高度肯定。蘇榮書記的評價是 「引進一個人才，
帶來一個團隊；辦起一個企業，興起一個產業。」

「沒有優勢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因為它讓我們無法躺在優勢上睡大覺，
因為它倒逼我們去不斷開拓優勢和擴充優勢，因為它讓我們永遠處於一種居
安思危、不斷奮發的狀態中。」李安澤如是總結道。

穩中求進 向和諧富裕文明出發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曾指出，二

十一世紀初期，有兩件大事影響了世界，一是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
化。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楊傑教授告訴記者，中國的城市化規模和速
度分別是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化的國家——英國的100倍和10倍。過去10年，
中國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從36%上升到接近50%。2010年，中國城市地

區GDP佔全國GDP的78%。但在高速城市化的同時，卻產生了因大量
農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鎮）快速聚集所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不

足、環境惡化、社會保障體系薄弱、社會治理結構滯後等而
產生的 「半城市化」難題。

然而，作為江西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
試點城市，新余充分發揮城鎮化 「一頭連着工業化，
一頭連着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雙向帶動作用，在穩步
快跑的同時，悄然着手解決以戶籍、土地二元分割為
代表的制度設計缺陷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不斷提
升城鎮發展內涵和環境品質。

新余市市長劉捷告訴記者，2011年，新余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19元，是2007年的1.67倍；農

民人均純收入 8813 元，是 2007 年的 1.76 倍。城鎮
化率達63.58%，較2007年提高了11.7個百分點；新
余正按照 「一主一輔、一廊五鎮」的城鄉一體化發
展格局和 「改造老城區、建設生態新區、提升高新
區」的思路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投資近 100 億元，
將過境主幹線公路改建成一級公路、鄉鎮之間道路改建
成二級公路，打造主城區與周邊縣市 「一小時經濟圈」、
與鄉鎮 「半小時經濟圈」；推行了戶籍改革、產權制度改革、
宅基地換房、擴權強鎮等改革；建立了為 80 歲以上老人發放高齡
補貼制度及村幹部、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據記者了解，2008 年以
來，新余共投入各類民生資金142.3億元，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達39.8%，每年
都超額完成了省政府確定的民生工程任務。截至2011年底，全市城鎮基本養
老保險參保人數達27.3萬人，被徵地農民養老保險覆蓋率達100%。城鎮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2007年的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350元；農村低保保障
標準由100元提高到170元；五保戶集中供養標準由2007年的每年1800元提
高到2640元，分散供養對象供養標準由每年1200元提高到2160元。基本養
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25萬、51.2萬、11.9萬，養老金支
付率和社會化發放率均達100%。

劉捷說： 「目前，新余正以 『建設和諧富裕文明新余』為目標，以 「實
現人均期望壽命80歲」統領全市各項民生工作，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
謀發展。」據記者了解， 「和諧新余」是指到 2015 年，人均期望壽命達 78
歲，為 2020 年實現人均期望壽命 80 歲目標打下基礎，爭創全國生態文明城
市，爭取獲得中國人居環境獎，和諧社會建設走在江西省前列； 「富裕新
余」是指到2015年，實現 「五個翻番」，即生產總值、財政總收入、城鄉居
民收入、固定資產投資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分別在 2010 年基礎上實現翻
番。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和城鄉一體化； 「文明新余」是指到2015年，社會文
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質躋身全國前列，爭創全國文明城市。

對上述發展理念和思路，李安澤向記者給出的回答是： 「建設和諧富裕
文明新余，和諧是保障，富裕是基礎，文明是標誌。城市的價值不僅在於它
能為人們提供安全與繁榮，更在於它為人們提供心靈的快樂和滿足。在生活
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一個地方最大的民生就是讓百姓生活幸福、健康長
壽。人均期望壽命是考量百姓幸福指數高低的重要依據，也是一個地方經濟

社會發展進步與否的直接體現。」
李安澤接着說： 「我們的目標就是建造一座在經濟、商業等物質方面高

度發達，同時文化、素養、文明等精神方面又高度健全之城。也就是說，我
們追求新余社會、經濟、環境三方面的均衡發展。在社會層面，我們更加強
調縮小城鄉在軟硬件方面的差距與溝通鴻溝，主張公平分配，不斷減少基尼
係數，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因為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
們，一個沒有道義約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會蕭條和衰落；在經濟層
面，我們主張善用自然環境生態系的資源，在不降低環境的基本存量，維持
環境的再生不息基礎上實現持續經濟成長；在環境層面，我們更加強調設身
處地，即為投資創業者提供一個奮發有為、有利可圖的發展環境，為廣大市
民提供一個多樣化、多層次的物質、文化消費環境，為外來者提供一個可
觀、可樂、可遊、可享的觀光旅遊環境，使投資創業者放心、市民舒心、外
來者爽心。總之，這一切就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在其代表作《吉檀
迦利》中描繪的理想生活情境一樣： 『在那裡，心是無畏的，頭也抬得高
昂；在那裡，知識是自由的；在那裡，世界還沒有被狹小的家園的牆隔成片
段；在那裡，話是從真理的深處說出；在那裡，不懈的努力向着 『完美』伸
臂；在那裡，理智的清泉沒有沉沒在積雪的荒漠之中；在那裡，心靈是受你
的指引，走向那不斷放寬的思想與行為』。」

對於城市發展可能面臨的難以預見的矛盾和問題，李安澤保持着清醒的
頭腦，他告訴記者，建設好一座城市關鍵是要避免 「一屆政府一種傾向，忙
於救火、無力防災。小病拖重，重病拖死」的中西方發展通病。另外，中國
當前正處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關口，作為城市的建設者和管理
者，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居安思危，敢於擔當、敏於嘗試，妥善處理好改革、
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如果目光短視，胸無大志，小富即安，因循守舊，未來
等待我們的必然是更多的失落和痛苦。

「只要路找對了，我們就應該勇敢前行。」李安澤堅毅地說道。

共享共有 建秀美永續新余
綠色革命和智慧革命是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科技革

新的大趨勢，是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大變革。人們
現已深刻認識到，空氣、水、土壤、礦產資源等，都

是社會的自然財富和發展生產的物質基礎，是構成
生產力的要素。但如何處理經濟發展、人民幸福與
環境保護的關係考驗的不僅是政治家的執政理念，
更考驗政治家的倫理操守。

早在 1965 年，葛德溫就曾說過： 「偉大的社
會所肩負的任務是：使人人有追求個人幸福環境，
並確保每人的能力與社會結構。……因此對一個偉
大的社會而言，我們所關切的 『不在於多寡』，
『而在於好壞』，換言之，不在於財貨的量，而在

於對生活品質的關心。」進入21世紀，人們對生活品
質的要求更高，希望 「天更藍、樹更綠、水更清、城更

美」成為人們共同的心聲。
然而，新余的狀況卻是：改革開放以來，新余市重化工業取得

了長足的發展，大批煤礦、鐵礦、金礦、鉛鋅礦的興辦，以及鋼鐵
和有色金屬冶煉的發展，使得部分區域水質、空氣、土壤污染，重金屬含量
超標，危及生態環境，危及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生命健康。當地最易存活的
紫薇，在當時也只有80%的存活率。 「窗戶不敢開，吃水有股味，噪聲吵死
人，徵兵怕驗肝」一度是新餘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 「如果人民的生命、人
民的健康都不復存在，我們城市的高速發展和所謂繁榮又有何意義？」李安
澤如是反問自己，也如是反問他的同僚們。 「再多的錢也買不來群眾的健
康。走綠色崛起之路，還百姓安康，造福子孫後代，要敢負責、有擔當，對
污染企業要出重拳、用重典。」李安澤
向新余人民亮出了自己的決心。

「中國古人尚且懂得 『畋不掩群，
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
的道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的新時代共產黨人在破解發展與環境保
護的難題時更應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和
前瞻性眼光，不能只想着、只盯着、只
為着一時一地的蠅頭小利，要堅決摒棄
『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子，要學會在

保護中開發，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集約
節約利用資源，切實維護生態安全，把
新余打造成為一座健康環保、充滿活力
與綠意的幸福城市，讓民眾 『最愛生活
在新余』。我們要從自己做起，為子孫
後代確立長久的生存之道。」李安澤如

是思，如是說，亦如是要求自己和同僚們。
為了讓新余人民暢享新余發展的成果，新余開始向污染宣戰，深化 「藍

天、碧水、綠色、潔靜」四大工程，並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組合拳：
一是加強冶金爐渣、餘能餘熱的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生產

過程中單位資源消耗降到最低限度，同時利用創新技術將廢物再加工處理成
為再生資源，讓天更藍、水更清、空氣質量更好。與2007年相比，全市萬元
生產總值能耗下降 20.02%，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 9.8%、
8.8%，城鎮污水集中處理率和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分別達80%和90%以上。連
續六年完成省政府下達的減排任務，其中主要污染物減排綜合考核連續3年
居全省前列。

二是對身處污染區、失去基本生存條件的小村莊實施整體搬遷和異地統
一安置。2008 年以來，新余市累計投入 6.15 億元，對 13 個村實施了整體搬
遷，共計917戶2200餘人。今年，將完成新鋼公司廠區內最後2個村莊共417
戶895人的搬遷任務。

三是修復廢礦植被，大力發展苗木產業。新余市種植適用於觀賞、建
材、工業原料的苗木，用於吸收、轉化、降解污染物，移除土壤重金屬，修
復重金屬污染土壤。目前，已引進10多家境內外林木種苗產業化龍頭企業，
大型苗木企業發展到28家，集中連片開發的苗木基地13個。僅去冬今春，
就在重金屬污染的土地上新種花卉苗木2.3 萬畝，全市花卉苗木已達5.63 萬
畝。預計到2015年，全市22萬畝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和5600畝廢棄荒地、
廢棄礦區，可以基本實現苗木全覆蓋。

四是採取強有力手段關停污染企業，截
斷污染源。近年來，新余市依法關停仙女
湖、孔目江、袁河兩岸污染企業 247 家，並
先後投入4.7億元，建成5個污水處理廠，在
重點企業大力開展廢水、廢氣、廢渣、噪聲
等24個治理項目的專項整治，工業企業向水
體排放的鉛、汞、鎘、鉻、砷，以及向空中
排放的有害氣體大幅減少，城區空氣質量由
2007年的國家三級標準提高到現在的二級標
準，2011年全市環境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
362天。新余市連續6年完成省政府下達的減
排任務，先後被評為國家園林城市、全國節
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範城市和全省生態園
林城市。

五是將 「森林城市」 向縱深推進，讓城
更綠。以 「森林圍城、森林進城、森林興

城」工程為抓手，在城區森林城市推進實施中最大限度實現喬、灌、草有序
搭配，有機交錯。同時，抓好林相改造。至2012年，實現全市森林覆蓋率達
63%。

六是大力推廣可再生能源產品。目前已實施光電示範項目13個，完成裝
機容量18.29兆瓦；實施可再生能源應用示範項目94個，完成應用面積476萬
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建築應用工作獲得財政部、住建部通報表揚。

如今的新余，境內有國家4A級重點風景名勝區仙女湖、毓秀山國家森林
公園、孔目江國家濕地公園。全市城市綠化覆蓋率達52.67%，人均公園綠地
面積17.39平方米，城區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主要飲用水源水質達到
國家Ⅱ類標準。全市人均期望壽命由 2007 年的 74.2 歲提高到 2010 年的 76.4
歲，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4歲。

結語
黑格爾說： 「一個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從東亞

模式成功的經驗和當下的國情看，改變一方人、一座城市，更多地要依靠地
方領導人的胸襟、魄力、思想、人格魅力、能力及其領導的開明善政、清廉
高效的好政府。而最有成就的領導人，是 「以民心為我心」，既在 「求真」
上下功夫，更在 「務實」上做文章的人，是時時處處都堅持講實情、出實
招、辦實事、求實效的人。從這個角度而言，新余無疑是幸運的！

讓我們祝福幸運女神能永遠垂青新余這個 「美麗小巨人」！▲▲江鋰公司電解鎳生產車間江鋰公司電解鎳生產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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