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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銅山積極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
力建設綠色生態銅山，被國家環保部命名為 「國
家級生態示範區」。目前，銅山正全力創建
「國家級生態區」，努力打造美好舒適的幸福

家園。
實施分類考核。堅持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

農則農，不搞一刀切，堅決杜絕村村點火、處處冒
煙的發展模式。同時嚴格實施落後產能淘汰，近年
來，累計關閉 「五小」企業300餘家。

抓好生態建設和環境整治。縣區生態文明建設
最經濟、最可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抓好綠化。銅
山大力實施生態屏障工程、綠化精品工程和藍天碧
水工程，深入實施 「二次進軍荒山計劃」，廣泛開
展植樹造林，共完成成片造林5.6萬畝；推進城鎮
綠化系統同城鎮布局相結合，新增城鎮綠地243.6
公頃；加強大氣和水污染治理，去年全區空氣良好

以上天數超過300天；加大呂梁山、拔劍泉和微山
湖等生態景觀區建設，以點帶面提升整體生態環境
質量。

搞好城鄉環境衛生。一個地區可以不富裕，但
不可以不乾淨。環境衛生搞不好，群眾就不會滿
意、生活就不會舒適。江蘇省去年實施了 「美好城
鄉行動計劃」，銅山已經連續五年實施了 「清潔城
鄉、美化家園」工程，建立了 「組保潔」 「村收
集」 「鎮轉運」 「區處理」的環衛保潔體系。同時
將垃圾清理和污水處理、道路建設、路燈安裝、改
廁、村莊整治、河塘整理、河道疏浚、園林綠化工
程、文體設施建設等結合起來，實現城鄉淨化、綠
化、亮化、美化。做到鎮區保潔有人管、道路保潔
有人管、河道保潔有人管，今年又手建立農村環
境衛生長效保潔機制，城鄉面貌變得越來越乾淨、
群眾越來越滿意。

銅山位於江蘇省北部，因微山湖上的銅山島而得名。環抱徐州市區。古有 「五省通衢」 之稱，今有公路、鐵
路、水路、航空、管道 「五通匯流」 之便。總面積2010平方公里，人口130萬。全區轄20個鎮，1個農場，8個街
道辦事處和一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徐州是一座工業基礎雄厚、發展前景廣闊的城市。香港是多元、開放和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市，擁有雄厚的資本、
先進的管理、尖端的技術和優越的營商環境。近年來，徐港兩地經貿合作越來越緊密，目前港商在徐州投資項目已超過
1500個，投資總額192億美元，港資佔徐州實際到帳外資總量達60%以上，投資領域涉及食品、紡織、化工、醫藥、機
械電子、電力及熱力生產供應、房地產、建築裝飾、餐飲娛樂、商務諮詢等17個行業門類近60個行業大類。港資企業已
經成為推動徐州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銅山是江蘇省工業大縣，更是中國農業大縣，
先後獲得 「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 「全國休閒農
業與鄉村旅遊示範縣」、 「全國農業綜合開發先進
縣」等稱號。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設施蔬
菜面積、奶牛存欄量、食用菌投料量在江蘇第一。
近年來，銅山以在蘇北率先實現農業基本現代化為
目標，以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建設為重點，全力推
動現代農業高效化規模化發展，努力走出一條獨具
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 「銅山模式」。2012年3月，
全國春季農業現場會在銅山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回

良玉對銅山現代農業發展給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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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蔬菜面
積達55萬畝。依靠高效農業、特色產業和龍頭企業
引領，形成設施蔬菜、食用菌、優質林果、優質稻
米四大主導產業，培育出4家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
頭企業。

不斷推進農業生產機制創新。加快推進省農村
改革試驗區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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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
做到 「守住一條底線、抓住兩個關鍵」。試驗區建
設以來，全區土地股份合作社超過280個，319個行
政村集體收入均超過10萬元，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
長16.1%。目前，試點村通過農田委託經營模式流
轉土地4萬畝以上。

不斷強化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大力培育農業產
業化經營主體，不斷引導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
合作社等向農產品加工集中區集聚，強化與農業發
展銀行合作對接，採取財政擔保、統借統還的辦
法，幫助農民解決融資難題。同時，不斷加強為農
服務場所和信息服務網絡建設，新建及改擴建村級
綜合服務中心138個，全面完成農村信息網絡建設
目標任務。截止目前，全區市級以上龍頭企業達到
50家，其中國家級4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
到1450個，家庭農場超過200家。

徐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前身是銅山經濟開發
區，成立於1992年。1993年被江蘇省政府批准為省級經濟
開發區；2010年初，為實現創新發展、轉型發展、跨越發
展，開啟了由經開區向高新區的轉型，2011年1月經批准更
名為江蘇省徐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由於良好的創新環
境、先進的產業體系以及對淮海經濟區乃至我國東部地區
創新發展的引領作用，2012年8月19日，經國務院批准升級
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目標是成為 「促進技術
進步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帶動區域經濟結構
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強大引擎、高新技術企業走出
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服務平台、搶佔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制高
點的前沿陣地」。

建區20年來，徐州高新區堅持集聚高端產業、不斷提
升創新能力、致力促進產城融合，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在蘇北乃至淮海經濟區處於前列，先後被國家機械工業聯
合會、江蘇省工信委、江蘇省機械工業聯合會授予 「機械
工業現代化企業管理示範工程推進基地」、 「江蘇省新型
工業化示範基地」、 「江蘇省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化融合示
範基地」、 「省工程機械專用車輛製造基地」和 「省有色
金屬精密成型產業基地」稱號。

擁有強勁的科技創新能力。依託中國礦業大學、江蘇
師範大學等高校，先後建成2家國家重點實驗室，4家國家
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個院士工作站，5個國家級博士後
工作站，46家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承擔了國家科技計
劃項目418個，其中 「863」項目22項、 「973」項目35項、
國家火炬計劃項目22項，在一些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突破，為高新區的產業提升
以全面支撐。目前高新區擁有2個國家標準制定單位、11個
國家標準參與制定單位，22個行業標準參與制定單位。還
先後建成了徐州市大學生創業園及其產業化基地等2家孵化
器、1家科技企業加速器和生產力促進中心。

擁有扎實的產業基礎。高新區鍛造了從配套件到整機
的裝備製造產業鏈條，集聚了從研發到製造的電子信息產
業群體，搭建了從配件到整車生產線的汽車產業架構，培
育了以礦山物聯網為主體的安全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依
託徐工集團的影響力，區內雲集了180餘家裝備製造企業，
產品包括工程機械整機（車）產品和配套產品幾百個品
種。建有電子信息企業41家，產品涉及電子元器件、汽車

電子、電子醫療儀器設備、電子溫濕度
控儀器、秤重電子等領域。擁有15家車
輛製造和零配件企業，總投資120億元人
民幣的徐工重卡項目帶動了高新區車輛
製造產業的快速發展。依託中國礦業大
學科研優勢，大力發展以礦山物聯網為
主導的礦山安全技術與裝備產業。建成
全國第一家感知礦山物聯網研發中心，
組建全國唯一的感知礦山物聯網技術聯
盟，與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聯合建設了我國東部唯一
國家安全科技產業園。

擁有優良的金融生態。近年來，高新區以建設省級科
技金融合作創新示範區為引領，努力完善科技創業投資體
系，加速推進銀行、證券、保險、擔保等金融機構進區發
展，科技與資本要素進一步集聚，創新與金融發展進一步
密切，創投、風投、直融、科技保險等機構進一步成熟。
現有各類商業銀行14家、各類保險公司6家，新建創投公司
1家、科技小貸公司3家、政策性科技支行1家，華泰、廣
發、東吳3家證券分支機構進區發展，構建了完善的金融服
務體系。良好的金融生態加快了科技型企業角逐資本市場
步伐，雲意電氣成功在深交所掛牌上市，開啟了高新區企
業集聚上市的序幕，萬邦重型、五洋科技年底前有望實現
A股上市；財發鋁業、三維醫療在天交所掛牌實現股權融
資，預計 「十二五」期間，高新區將有10家以上企業實現
上市。

擁有良好的城市環境。高新區堅持產城融合，不斷提
升城市承載能力，為駐留優秀人才、吸引先進技術、吸收
優勢資本，先後建設了久隆風凰城、漢府雅園、檀香山別
墅區、圭山、牛山教授別墅區等40多處高檔小區。引進和
集聚了16所大中專院校和多所省重點中小學、幼兒園，具
有從幼兒入托到博士學歷的完備教育體系；建設了三級甲
等醫院、社區醫院22所，具備了較為完善的城市功能。

徐州高新區成功晉級國家高新區，為銅山區的經濟社
會贏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今後一個時期，高新區將圍繞
打造 「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示範區、科教資源推動創新引
領區、礦山物聯網特色產業先行區、東西部聯動發展助推
區」的定位，圍繞跨越發展、爭先進位總目標，努力實現
銅山經濟和社會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銅山歷史悠久，是烹飪、養生鼻祖彭祖建立大彭氏國
的地方。孔子曾到這裡的呂梁地區觀水，發出 「逝者如斯
夫，不捨晝夜」的千古喟嘆。楚漢相爭時，劉邦在銅山漢
王鎮拔劍得泉，留下了漢文化的最初記憶。蘇東坡在利國
驛大興煉鐵，為中國的冶煉史寫下濃重一筆。渡江戰役
中，總前委把指揮部設在漢王鎮大北望村，運籌帷幄，指
麾南北，從此改寫了中國的命運。而清代評點《金瓶梅》
的張竹坡、民國書法大家張伯英、現代工筆花鳥畫大師喻
繼高等文人雅士，則壘築起銅山人文的高地。今天，到
「呂梁訪古，漢王聽泉，微山湖盪舟」已然成為銅山自然

人文之旅的集中體現。
近年來， 銅山工程機械、冶金、食品、能源、車輛

製造、電子電器六大主導產業發展迅猛，榮獲 「中國工程
機械之都」稱號。維維集團被譽為 「中國豆奶大王」。礦
山安全物聯網產業，走在全國前列。去年，高新區成功晉
級 「國家級」，成為蘇北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銅山設施
蔬菜、食用菌、優質林果、奶牛奶業等農業主導產業強勢
發展，榮獲 「中國蔬菜之鄉」稱號，
2010年8月被國家農業部認定為首批
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

2010年，銅山在蘇北率先建成全
面小康社會，實現了 「總量進蘇南，
均量進蘇中，綜合實力江北前5
強、江蘇15強」的歷史性新跨
越。2010年9月，銅山撤縣設
區，併入徐州市區，迎來新
的發展機遇。

2012年，銅山實現經濟
總量647.6億元人民幣、增長
14.3%，居全省第9位；實現
財政總收入106.3億元、公共
財政預算收入50.08億元、增

長21.8%，居江蘇省第12位；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506.23億元、增長23.2%，居江蘇省第6位；實現規模以上
固定資產投資426.79億元、增長22.9%，居江蘇省第7位。
主要經濟指標繼續保持蘇北第一、實現連年進位，總量達
蘇南水平、進入全省15強。增幅持續多年高於省、市平均
水平，位居全國百強縣41位、五年累計提升52位。

銅山先後獲得全國生態建設先進縣、全國平安建設先
進縣、全國科技進步先進縣、全國陽光體育先進縣等榮譽
稱號。

「十二五」期間，銅山將圍繞國家級高新區、國家級
現代農業示範區、國家級生態區、城鄉統籌協調區、和諧
幸福區等 「五區」建設，力爭實現 「GDP超千億元，一般
財政預算收入超百億元，綜
合實力保持蘇北第一，進入
省內10強、全國50強」的奮
鬥目標。

徐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創新強引擎

努力探索現代農業發展努力探索現代農業發展 「「銅山模式銅山模式」」

提升幸福指數 打造美麗銅山

▲銅山城區新貌

▲銅山高新區一角

▲▲銅山區委書記畢于瑞銅山區委書記畢于瑞（（右二右二））在企業調研在企業調研

▼▼銅山優美的生態環境銅山優美的生態環境

一是貿易規模不斷擴大。2003年徐州與香港
的貿易規模為2563.71萬美元，2009年，受全球金
融危機的影響，徐州和香港的貿易第一次出現了
大幅減少的局面，貿易總額為1467.96美元。2010
年，雙方貿易很快恢復並實現了新的發展。2012
年，徐州市對香港進出口達到5470萬美元，同比
增長46.87%，是2003年2.13倍，其中出口5016.98
萬美元，同比增長45.5%，進口453.06萬美元，同
比增長63.99%。

二是參與香港貿易的企業大幅增加。2003年
徐州市從事與香港貿易的企業有52家，其中內資
企業24家，外商投資企業28家。到2012年發展到
132家，是2003年的2.54倍，尤其是內資企業發展
迅速，十年間增加到102家，2012年進出口2324
萬美元，佔全部對香港進出口的42.5%；外商投
資企業30家，進出口3146萬美元，佔全部對香港
進出口的57.5%。出口前3位的企業分別是徐州天
虹銀聯紡織有限公司、熒茂光電（徐州）有限公

司、徐州金石彭源稀土材料廠。進口前3位的企
業分別是晶旺光電（徐州）有限公司、江蘇雲意電
氣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蘇天寶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三是對香港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2003年，
徐州市對香港出口的產品主要是工程機械、紡織
服裝、皮革等，進口產品主要是機械設備和集成
電路。經過10年的發展，徐州對香港出口產品逐
步發展稀土、塑料及其製品、木製品、玩具、紡
織服裝、陶瓷、玻璃及其製品、鋼鐵製品、機械
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等20大類。進
口產品主要為製造半導體器件等的機器及裝置、
集成電路等。

四是一般貿易快速發展。從貿易方式上看，
十年來加工貿易基本維持在2000萬美元，但一般
貿易快速發展。2003年，一般貿易進出口551.94
萬美元。2012年，一般貿易進出口達到3502.62萬
美元，十年間增長了6.35倍。2012年對香港一般
貿易出口3105.61萬美元，是2003年的6.62倍。

▼▼徐州經濟技術徐州經濟技術
開發區高鐵生態開發區高鐵生態
商務區全景商務區全景

近十年來，徐州市共有15家企業赴港投資，佔總投資項
目數逾三成，中方協議出資額共計52281.52萬美元，佔我市近
十年投資總額半數以上。主要涉及行業有批發業、房地產
業、專用設備製造業和其他服務業。徐州市企業赴港投資多
為利用其寬鬆的投資和金融環境，設立投資平台進行再投
資，以規避貿易壁壘，減少投資成本，降低投資風險。其中
徐工集團於2012年5月對香港公司增資2億美元用於印度生產
基地建設項目，是我市最大規模的境外投資單體項目。

——2007年12月，勞特斯空調（江蘇）有限公司新設成立艾
美柯國際（亞洲）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133萬美元，從
事批發業；
——2009年4月，江蘇中能硅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新設成立協
鑫光伏電力（香港）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980萬美元，
從事批發業；
——2009年4月，徐州赫思曼電子有限公司新設成立赫思曼電
子（香港）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2.58萬美元，從事批發
業；
——2009年9月，徐州城置有限公司成立泓鑫（香港）有限公
司，中方協議出資額200萬美元，從事房地產業；
——2009年10月，徐州增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新設成立徐州

增峰環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800萬美元，從
事其他服務業；
——2010年5月，徐州工程機械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新設成立
徐工集團（香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多次增資，中方協
議出資額達6752.86萬美元，從事專用設備製造業；
——2010年11月，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新設成立徐工
（香港）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經過多次增資，中方協議出資
額達38568萬美元，從事專用設備製造業，其中2012年5月增
資2億美元用於印度生產基地建設項目，是我市境外投資單體
項目規模的新高；
——2011年6月，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設成立
浩通國際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30萬美元，從事批發
業；
——2011年7月，江蘇賽摩集團有限公司新設成立賽斯特有限
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115萬美元，從事專用設備製造業；
2012年3月，徐州偉卓物資貿易有限公司併購成立捷森有限公
司，中方協議出資額950萬美元，從事批發業；
——2012年9月，睢寧縣新桃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新設成立新
桃嵐科技產業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
950.0787萬美元，從事批發業；
——2012年11月，徐州佳美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新設成立香
港佳佳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600萬美元，從
事批發業；
——2012年11月，徐州佳安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新設成立香
港佳安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600萬美元，從
事批發業；
——2012年11月，睢寧昌宇進出口有限公司新設成立香港力
尚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800萬美元，從事批
發業；
——2012年11月，徐州佳昌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新設成立香
港智睿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中方協議出資額800萬美元。從
事批發業。

投資規模迅速擴大。1985年4月，徐州市第一家外商投資
企業——長江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由香港長城建築
裝修工程公司和江蘇省煤炭基本建設公司共同出資，投資總
額僅20.3萬美元，截至2003年底，徐州市累計批准香港投資企
業771家，投資總額22.35億美元。經過10年的發展，截至目
前，徐州市累計批准香港投資企業1633家，投資總額192.47億
美元，分別是十年前的2.11倍和8.61倍。

投資領域不斷拓寬。2003年以前，香港在徐投資領域主
要集中在紡織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紡織業、皮革製品業、
電子設備製造業、餐飲業、房地產業。其中房地產業頗負盛
名，最具代表性的企業有1994年9月成立的徐州泛亞國際房產
開發有限公司和1993年4月成立的徐州萬裕房地產有限公司，
分別承建了泛亞大廈和萬裕風情園兩個項目，開啟了徐州市
建設高尚住宅和高端寫字樓的先河。2003至2013年期間，香
港在徐投資的新能源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06年12月，
香港保利協鑫有限公司在徐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設立了第一家
從事新能源產業研發與生產的企業——江蘇中能硅業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目前該公司在徐州已設立協鑫光電、坑口熱電
等9家企業，累計投資總額高達31.94億美元。集聚了晶旺光
電、華盈光電、艾德太陽能等一批香港投資的重大項目。產
業鏈條從上游源頭的中能硅業、協鑫硅材料開始，到下游的
艾德太陽能，形成了一條從硅材料、拉棒、鑄錠、切片、電
池片、電池組件到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完整的產業鏈。與此同

時，依託力晶半導體、熒茂光電、華盈光電等企業，正在形
成一條從光伏輔材、半導體晶圓、LED晶片的半導體產業鏈
條。新能源產業已發展成為徐州市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在
服務業利用外資方面，香港投資企業也繼續取得突破性進
展，2003至2013年期間設立的徐州恆江地產、美的地產有限
公司等有力地推進了我市新城區商務中心建設的步伐；潤東
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徐州本土成長起來的汽車銷售企業，
在2010年引進香港戰略投資者，以徐州為中心進行產業擴
張，企業業務不斷擴大，憑藉自身實力被認定為江蘇省首批
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成為蘇北地區唯一授牌的企業。

重量級企業顯著增多。2003年以前，徐州市批准投資總
額超1000萬美元以上的港資企業68家，維維乳業有限公司以
2999萬美元的投資總額位居首位；截至目前，徐州市累計投
資總額超1000萬美元以上的港資企業368家，10年間增加300
家，其中投資總額超億美元以上企業8家。其中，江蘇中能硅
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歷經3次增資，目前達16.95
億美元，成為徐州市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這期間，還設立
了投資總額2.99億美元的徐州恆江房地產有限公司、投資總額
2.86億美元的徐州東通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投資總額1.96億美
元的江蘇星豐金屬資源有限公司、投資總額1.57億美元的潤東
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投資總額9990萬美元的徐州城置有限公
司、投資總額9990萬美元的晶旺光電（徐州）有限公司等一
批企業，已發展成為徐州市外商投資企業的重要支撐力量。

▲▲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中中））在重點城建工地現場調研指導在重點城建工地現場調研指導

徐州市部分重大招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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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工程項目

三環北路、西路高架快速路項目

徐菏鐵路建設項目

徐宿淮鹽鐵路徐州段建設項目

大郭莊機場遷建工程項目

觀音機場二期擴建工程建設項目

黃河故道二次綜合開發項目

呂梁山風景區生態旅遊項目

鼓樓生態（濕地）農業示範園建設項目

潘安湖風景區綜合開發項目

徐工集團四輪一帶及試驗場建設項目

新材料生產基地項目

中國八里家居博覽中心項目

以第三方物流為主的臨港物流園建設項目香港是徐州對外投資最重要平台

▲▲徐州徐州（（香港香港））招商活動每年都在港舉行招商活動每年都在港舉行

徐港貿易十年結碩果

▲徐工集團產品遠銷海內外

▼▼徐州市市長朱民走訪徐州市市長朱民走訪
合資企業合資企業

▲▲徐州雲龍湖夜景徐州雲龍湖夜景

▼▼彭祖故里彭祖故里 養生銅山養生銅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