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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沛縣縣 登高望登高望遠遠 乘勢而上乘勢而上
沛縣地處徐州西北部，蘇魯豫皖交界

處。是歷史上漢高祖劉邦故里，有 「千古
龍飛地，一代帝王鄉」之稱。近年來經過
齊心奮鬥，這塊古老的土地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城鄉大地風光美麗，綜合實力
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走在了徐州地
區實現小康社會的前列。

今年兩會前夕，縣委書記馮興振向記
者介紹了沛縣去年以來的發展特點：綜合
實力邁上新台階。在蘇北以縣為單位率先
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主要經濟指標增幅連
續七年高於全省、蘇北、全市平均水平，
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躍居全國百強第59位
、上升18位。鎮域經濟競相發展，總量規
模佔全縣經濟的半壁江山。全縣15個鎮有
8個鎮財政收入過億元。產業轉型實現新
突破。一二三產協調發展，產業結構日益

優化。縣域農業產業綜合競爭力全省第一
，省定農業現代化六大類21項指標實現率
在全省列第8位、蘇北第1位，國家現代農
業示範區建設、國家農業產業化示範基地
建設、省農業現代化建設試點取得新的進
展。沛縣經濟開發區綜合實力躍居全省98
家省級開發區第34位、蘇北34家省級開發
區第3位，新型鋁材產業園被批准為省特
色產業基地。千島濕地被省政府批准為全
市首家省級旅遊度假區，安國濕地被批准
為省級濕地公園，任莊循環農業科技示範
園被評為省四星級鄉村旅遊點，朱寨現代
農業科技示範園、草廟農業觀光園被評為
省三星級鄉村旅遊點。美好城鄉開創新局
面。濱湖城市建設拉開框架，中心鎮創建
再創佳績，農村新型社區建設彰顯特色，
村莊環境綜合整治成效顯著。 「五化引領

」工作法榮獲省農業農村政策創新獎。全
市城市建設暨中心鎮創建工作觀摩會議在
沛縣召開。國家生態縣創建全市率先， 「
一城兩廊」生態體系建設取得新突破，沛
城、大屯2個鎮獲得國家級生態鎮命名，
龍固等10個鎮獲得省級生態鎮命名。大屯
鎮獲得市首批中心鎮創建達標鎮，敬安、
龍固、張莊獲市中心鎮創建工作先進鎮，
楊屯鎮搬遷、安國、魏廟2個鎮自主創建
也都取得新的進展。新增張寨陳油坊等3
個省新農村建設先進村，全縣達到9個；8
個省村莊建設與環境整治試點村驗收得分
蘇北第一，119個環境整治村進入全省第
一梯隊、全市第一，河口鎮孟莊、張莊鎮
姚樓等村成為全縣村莊環境整治新亮點。
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總投資31億元的10
大類60項為民辦實事工程全面完成。全縣

敬老院環境顯著改善，社會保障水平不斷
提升。被授予省教育現代化建設先進縣、
省體育強縣。全面小康驗收群眾滿意度測
評得分蘇北縣（區）第一，市對縣科學發
展群眾滿意度測評連續四年全市第一，選
人用人公信度測評滿意率連續三年全市第
一，公眾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全市第一。社
會建設叫響新品牌。湖區、礦區、邊界地
區連續10年保持和諧穩定；新增5人和1個
愛心集體榮登 「中國好人榜」， 「好人
沛縣」成為叫響全省、全國有影響的
精神文明建設品牌；胡寨鎮草廟村黨
總支被中組部表彰為全國創先爭優先
進基層黨組織，縣總工會被評為全國
推動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先進單位
， 「1+5」民主議事決策機制的創新
經驗推向全國。

大風廣場的群雕大風廣場的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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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轉型，是傳統工業成功突圍，迅
速崛起千億優勢產業的轉型。

徐州充分發揮在傳統產業領域所特有
的資源稟賦優勢，做大做強主導產業的龍
頭企業，全面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徐州從
2008年起，用三年時間，推動四大優勢產
業加快發展，迅速培育形成四大千億元產
業，這是江蘇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經
濟現象。

徐州轉型，是有效培育戰略性新興產
業的轉型。

在集中力量發展壯大千億級主導產業
的同時，徐州科學選擇了以新能源、物聯
網為主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經濟發展
新的增長點，着力扶持。

湧現了以中能硅業為代表的 「國際級
」新能源企業，技術、品牌、產業規模和
市場佔有率均居世界領先水平；依託 「智
慧礦井」等示範項目，物聯網產業就從無
到有，產業規模迅速超過了400億元。

徐州轉型，是創新驅動的新型工業化
轉型。

徐州在經濟轉型中，充分發揮創新驅
動力量，通過激活高校資源、做大企業技
術平台、推進人才集聚戰略，用科技助推
轉型，創新引領發展，加快了徐州轉型發
展的步伐。

徐州高新技術產業連續三年增長70%
，增幅位列江蘇第一；實現了市屬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全覆蓋。
2011年徐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總

產值1854.92億元，實現了年翻番；產值
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2006年的
5.7%上升到26.8%。

徐州轉型，是探索重工業城市崛起服
務業高地的轉型。

徐州以打造多元化的增長極為理念，
在資源型、重工業城市如何成功培育繁榮
現代服務業的道路上大步邁進，實現現代
服務業高地的快速崛起。

近年來，徐州提出把發展現代服務業
與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城市功能緊密結合
，不斷加大第三產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
中的比重，第三產業投資比重從2006年的
29.4%逐年上升到40.77%，有力推動了服
務業與先進製造業、城市化進程的融合互
動、協調發展，以物流、商貿、金融為代
表的六大支柱服務產業快速發展。

徐州轉型，是區域中心城市快速崛起
的轉型。

四省通衢的徐州，是江蘇省重點規劃
建設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個特大型
城市之一，也是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五大
中心城市。

徐州在轉型過程中強化區域中心城
市地位，全面推進 「八大中心」建設，
構建各種功能要素完備的現代都市，高
鐵開通、機場擴運暢通要素流動，中心

商圈集聚力增強擴大消費規模，教育輻
射力提高吸納高素質人才，多方面提升
了徐州在方圓300平方公里內的向心力
、聚合力和輻射力，進一步吸引各種發
展要素向徐州集聚。

徐州轉型，是堅持綠色振興的轉型。
創造碧水藍天的綠色奇跡是徐州轉型

中最美麗的一筆。
進軍荒山，徐州人民背土植樹締造了

一座荒石山上的森林城，城市綠化覆蓋率
從解放初的1%增加到現在的41.9%，全市
森林覆蓋面積達31.3%，位居江蘇省第一
，今年獲評 「國家森林城市」。

20平方公里的 「城市客廳」雲龍湖景
區，有如在天地之間描繪的巨幅畫卷，每
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和品味。全市40
多座生態型公園全面改造出新後 「敞園」

，讓 「市民出行500米就有一塊5000平方
米以上的公園綠地」。

塌陷區綜合治理成果顯著，徐州大大
小小的 「地球傷疤」化身湖蕩優美的景觀
區、涵養生態的修復區、高效農業的標杆
區，令德國前總理施羅德讚嘆不已。

同時，徐州更以 「壯士斷腕」的氣魄
，5年否決20餘個、總投資約60億元的鋼
鐵、焦化、化工等大項目，從源頭上保護
徐州生態環境。同步推進產業轉型和生態
轉型，大力實施藍天碧水工程，實現了從
「環境換取增長」向 「環保優化增長」的

轉變。徐州環境空氣優良天數從52天達到
了335天， 「國家環保模範城市」、 「國
家園林城市」躍然而出。

徐州轉型，是以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
落腳點的轉型。

把最好的資源
留給市民。徐州把
保護雲龍湖寫進法
律，禁止景區內建
設住宅，不讓金錢
「綁架」公眾的權

利。雖然政府失去了土地直接變現的收益
，但是實現了 「把一個乾乾淨淨的雲龍湖
留給全市人民」的莊嚴承諾。

棚戶區改造20萬人動遷無震盪。2009
年徐州市全面創新棚改模式，三年來完
成7萬戶、涉及人口近20萬人、總面積達
407萬平方米的動遷、安置工作，沒有引
發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舉措不僅提高了
市民 「幸福指數」，更為政府贏得了民眾
的認同與支持。

徐州轉型，是思維方式、工作方法創
新的轉型。

徐州經濟、城市、生態、社會成功
轉型的背後，是一套凝聚着徐州人智慧
的 「原生態」轉型方法論，是市委、政
府深入思考、銳意創新形成的 「徐州七
策」：

把群眾的最大期盼作為徐州轉型發
展的主攻方向，把幹部的求變心態變為
轉型發展的精神動力，把推進 「三重一
大」作為轉型發展的總抓手，把體制機
制創新作為破解轉型發展難題的關鍵路
徑，把後發優勢作為轉型發展的超越之
道，把科學考核作為轉型發展的鮮明導
向，把作風建設作為轉型發展的內在保
障。

百年煤都，七年雄起。 「徐州轉型
」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時代背景
下，有着深刻的範本意義與標杆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徐徐
州市市長朱民州市市長朱民（（中中））
在縣區調查研究在縣區調查研究工工
作作

銅山區是徐州市重鎮。近年來，經濟
社會發展突飛猛進。2010年在蘇北率先實
現全面小康，2012年主要經濟指標繼續保
持蘇北第一，達到蘇南發展水平，位居全
國百強縣41位。銅山區委書記，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畢於瑞用四個 「不動搖」概括
了銅山的發展成就。

一、堅持新型工業化第一方略不動
搖，全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一是做大
做強主導產業。重點推進維維飲料、壓力
機械、徐鋼擴建、徐工重卡等重大項目，
食品、機械、冶金、車輛、電子五大主導
產業產值持續攀升，2012年實現產值1594
億元。二是着力壯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
產業。突出發展以礦山安全技術與裝備為
主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建設全國唯
一的感知礦山物聯網技術聯盟、國家安全
科技產業園，建成全國首家感知礦山物聯
網研發中心，2012年新興產業實現產值
872億元，高新技術產業產值1119億元。
成功創建蘇北首家國家高新區。三是加快
發展現代服務業。搶抓全面融入徐州特大
中心城市機遇，服務業佔比每年提升1-2
個百分點，2012年佔比36.5%。

二、堅持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不動

搖，全力推動高效農業發展。一是不斷
壯大現代農業規模。深入開展 「畝產噸糧
縣」創建活動，加快推進以現代農業示範
區綜合服務中心、中國農科院科技展示基
地、農產品物流園等為重點的國家現代農
業示範區建設，糧食產量實現 「九連增」
、去年總產突破88萬噸。二是不斷推進農
業生產機制創新。重點加強6個鎮、25個
村改革試點，創新農田股份經營和委託經
營兩種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超過280個
、流轉土地4萬畝以上。三是不斷強化農
業經營主體培育。引導農業龍頭企業、農
民專業合作社等向農產品加工集中區集聚
，市級以上龍頭企業達到50家，農業社會
化服務組織發展到1450個，家庭農場超過
200家。

三、堅持城鄉一體化統籌發展不動
搖，全力推動城鄉協調發展。一是加快
融入中心城市步伐。圍繞打造徐州南部城
市副中心，強化重大基礎設施和城建重點
工程建設，加快供氣、供暖、供水、公交
等公共設施對接，逐步實現與主城區同城
、同網、同價。二是加快中心鎮建設步伐
。加強10個中心鎮建設，持續推動基礎設
施向中心鎮延伸，社會事業向中心鎮覆蓋

，完善各項服務設施，有序推進農民向城
鎮集中。三是加快村莊環境整治步伐。深
入開展 「美好城鄉建設行動計劃」，重點
推進30個重點示範村和61個提檔升級村建
設，6個鎮通過省級生態鎮考核，2個鎮通
過國家級生態鎮考核，榮獲 「江蘇省環境
整治工作示範區」稱號。

四、堅持實施民生幸福工程不動搖，
全力推動幸福銅山建設。一是切實改善
民計民生。加快實施城鄉居民收入 「五
年倍增計劃」，全力抓好10大類50項為
民辦實事項目，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達到22767元，農民人均純收入
達到12421元。二是加快發展社會事業。
堅持教育優先投入，著力推進科技創新
，先後被評為 「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區」
、 「全國科普示範區」。著力完善公共
文化服務體系，充分挖掘彭祖文化、兩
漢文化、紅色文化和民間文化，加快完
善基本醫療衛生體系，城鎮居民醫療保
險提高到97.4%，新農合綜合參合率100%
。三是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全面實行社
會穩定風險評估，社會管理關口前移、
重心下傾，連續五年被評為 「江蘇省社
會管理綜合治理先進區」。

銅銅山山 努力建設更高水平全面小康努力建設更高水平全面小康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銅山區委書記畢於銅山區委書記畢於
瑞瑞（（右一右一））在現場在現場
檢查工作檢查工作

▼▼銅山城區新貌銅山城區新貌

徐州徐州在轉型中全面崛起在轉型中全面崛起
長期以來，蘇北地區是江蘇經濟社會

發展的窪地。在江蘇省一系列促進蘇北發
展政策的引領下，如今，蘇北經濟已成為
江蘇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徐州經濟社
會的轉型更是蘇北崛起的重要篇章。

2011年，徐州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3552億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突破318億
元，主要經濟指標增幅連續6年處於全省

前列；以市為單位在蘇北率先建成小康社
會，順利完成振興徐州老工業基地三年目
標任務。

2012年，徐州地區生產總值4016億
元，同比增長13.2%，增速繼續保持全省
首位。經濟總量從全省第6位躍居第5位，
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排名由2006年的第39
位進位至第32位。 文／圖：陳蒙、錢衛平

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中中））
在城建工程現場調研指導在城建工程現場調研指導

轉型中的徐州一派勃勃生機轉型中的徐州一派勃勃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