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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为笔，
奋力描绘产业转型新画卷

1月16日，新沂市举行2021年首批重大
产业项目暨巴特色母粒开工仪式，总投资86.6
亿元的20个重大项目在此次仪式上开工。

1月20日，总投资180亿元的新凤鸣集团
新沂产业基地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从交流洽
谈到正式签约仅用51天，充分彰显了‘新沂速
度’。”新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成亮表示，项
目对于打造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带动作
用强的全省知名纺织产业集群意义非凡。

一个个大项目接踵而至，钟吾大地激扬着
抓产业项目的主旋律，积蓄强大动能奋力迎接

“开门红”。
为加快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十三五”以

来，新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创新主
体培育，从产业规划、政策制定、产业链配套
延伸等方面不断加大技改提升支持力度，引
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应用数字化技术
和智能制造装备，推进产品智能化和生产智
能化。

今年，新沂将紧紧围绕“聚力打造现代化
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最前列”
目标，努力实现产业发展、善治效能等六个方
面“走在苏北最前列”。尤其在产业发展方
面，新沂提出要突出人才赋能、创新赋能，加
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营造一流创新生
态，推动发展从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
动、技术进步、高素质人才创造迈进，打造极
具优势的区域产业创新中心。同时，加快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
构合理的产业集群，工业应税销售收入突破
千亿元大关。

与新沂毗邻的邳州市，在今年两会上同
样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地区生产总值在
苏北地区率先突破1000亿元，跃居全国工业
百强县第30位。

作为徐州县域经济龙头，邳州近日在产
业结构布局上频频大手笔落子，新兴产业爆
发性增长，产业“含新量”越来越高。邳州市
委书记吴卫东表示，今年将深入践行新发展
理念，以产业蝶变带动转型升级，厚植经济增
长新优势。

一方面，实施产业“链主”和企业雁阵培
育两大计划，推动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碳基新
材料、节能环保等六大产业发展提升，支持沂
州科技、新春兴、鲁汶仪器等企业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继续提升全市工业企业的“含新
量”，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为下一步发
展谋篇布局。

“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必须以坚
如磐石的定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徐州鼓
楼区委书记罗德清表示，“十三五”期间，鼓楼
区转型发展实现关键性进展，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成效明显，166家企业搬迁关闭，约1.3万名
工人平稳转岗安置，成功获批全省唯一全国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重点工程；累计新增国家级、
省级众创空间6家，孵化器3家。“今年，鼓楼区
将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区战略，大力发展现代

商贸、商务金融、人工智能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着不让抓招商、建项目、优环境、促改革，加
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具有中心城市特
质的经济发展格局。”

为此，鼓楼区将重点抓好四件事：着力抓
好招大引强，突出招商引资“1号工程”，全面落
实“领导包挂行业招—部门依托职责招—街道
紧盯税源招”的全员招商机制，常态开展产业
知识、招商政策学习培训；着力抓好大项目建
设，实行一项目一专班跟进、“四包一”包挂帮
办和日汇总、周通报、月调度、季评比机制，全
力推动苏宁九里商贸中心、鼓楼信息技术产业
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切实发挥重大产业项
目的龙头带动作用；着力抓好环境优化，巩固
拓展营商环境建设三年成果，深化运用“有求
必应、无事不扰”服务机制，着力畅通政企沟通
渠道，让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运营成
本最低、政府服务最优、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
营商环境成为鼓楼一大名片；着力抓好改革创
新，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高新区

“一区多园”统管机制、健康养老服务业升级等
重大改革任务，加快园区平台、孵化平台、产学
研平台“三大平台”建设，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和
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为创新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以“绿”为笔，
聚力书写天蓝水碧生态画卷

从脏乱差的小院到环境一新的居民小区，
沛县安国镇汪堂村农民陈文的家在这两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一下雨，到处都是
泥汤子，现在住楼房，学校、医院等配套也都跟
得上。”陈文说，曾经的矿区变了样，乡亲们搬
离塌陷地，过上新生活。

聚力建设最美乡村，见证了沛县生态环境
的不断改善。近年来，沛县坚定不移走绿色低
碳、生态环保之路。严格落实点位长、河湖长、
断面长制，龙湖湿地等3个采煤塌陷地治理完
成，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80%，居徐州第一。率先成立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切实
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资源利用
方式，推进生态治理和修复，完善生态保护体
制机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用水量、二氧
化碳排放、PM2.5平均浓度等指标达到国家和
省控制指标要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超过26%，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42%。

放眼“十四五”，沛县将聚焦生态优先，聚
力转型提升，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凝聚一代人的
美好记忆。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生态
建设，让绿色成为沛县最宝贵的财富、最鲜明

的底色、最亮丽的名片。
一方面，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实施餐饮油

烟、建筑工地、道路扬尘等专项治理行动，实施
河湖长制、断面长制，建立生态环境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另一方面，精心打造生态地标，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沛县段“三廊”建设，将历史的
沉厚、文化的风雅、水韵的悠长注入城市肌理，
赋予沛县记忆以生机盎然的现代表达。同时，
系统实施生态治理，健全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生态补偿修复机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逐步把塌陷地转
化为独特的开发资源，真正还沛县水韵本色、
展滨湖秀美风采。

“这两年，村里厕所陆陆续续完成改造，用
水冲式厕所可比以前的旱厕干净多了。”在贾
汪区大吴街道小吴村，设计巧妙的砖砌三格式
无害化卫生厕所让村民张德龙赞不绝口。十
几年前，小吴村户厕改造工程打响“第一枪”，
如今，这里已改造户厕近900户，改厕率超过
95%，全村所有化粪池均进行标准化改造提
升，极大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

农村人居绘新景，乡村振兴谱新篇。今年
的两会，贾汪区明确“突出特色发展、在打造更
高水平的乡村振兴样板上开创新局面”的新目
标，将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实施蔡庄村、潘安村等农房改善项目，新增特
色田园乡村6个以上，同时，统筹推进全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级
生态修复示范区、省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建设，重点推动龙吟湖等采煤塌
陷地治理，全面完成大蒋门山、千古山等宕口
生态修复，精心实施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工
程，扎实开展古运河综合治理，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十四
五’规划首战之年，也是贾汪‘二次腾飞’夯基
立柱的关键一年。”贾汪区委书记杨明表示，下
一步将深入实施“生态立区、产业强区、旅游旺
区、文明兴区”发展战略，建设国家资源枯竭城
市可持续发展样板区、“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
等，全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贾汪样板。

不只是沛县、贾汪，铜山区棠张镇沙庄村
村民徐贵兰每天都会把生活垃圾分好类再投
放，村里有个有机垃圾积分银行卡，达到一定
分数可以领到盐、酱油等奖品。据了解，目前
棠张镇建有3所有机易腐垃圾处理中心，日处
理能力达6.5吨。

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铜山的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去年，当地PM2.5浓
度降至45.8μg/m3、同比下降13.7%，优良天数
比率达75.4%、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国考、省
考和南水北调考核断面，以及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均为100%。

今年，铜山将聚焦狠抓污染防治，更好满
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重拳治理环境
污染，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促进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坚
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大力培育生态
文化，壮大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引
导群众养成节水节电节气、垃圾分类投放、
使用公勺公筷、拒吃野味、绿色出行等文明
健康生活习惯。

“我们把绿色作为美丽铜山建设的重要路
径，打造生态高地。持续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
革，同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能耗排放下降，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铜山区委书记龚维芳说，纵深推进美丽
铜山建设，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的文章，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提升人民福祉的增长点、
赢得未来发展的竞争力。

以“民生”为笔，
用心擘画温暖幸福画卷

1月 28日，济徐高速公路顺河互通正式
通车，丰县湖西老区人民终于圆梦高速时
代。“这是一条推动丰县发展的康庄大道，对
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全县
交通承载能力、打开湖西片区特色优质农产
品销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丰县县委
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说，县里将抓住此次通
车机遇，全面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
效，在产业招引、营商环境打造等方面加倍
努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速融入淮海经济
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融入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

新的一年，丰县将更加突出扩大内需这一战
略基点，加大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建和新基
建领域投资力度，推进徐菏客专、丰沛高速、复新
河航道升级等重点工程，建成259个5G通信基
站，实现城区、镇区信号全覆盖；同时，全力推进
消费提振行动，培育壮大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推
进吾悦广场、明发广场、秀水华庭商业综合体等
项目建设，打造一批高品质商业步行街，以高质
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去年，村集体收入达100万元，今年，我
们制定了再增加10万至20万元的目标。”在睢
宁县李集镇大周村，村党总支书记周勇正同村
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研究大周村下一步的
发展方向。

过去5年，睢宁把“百姓富”填写在一张张
幸福的存单里，收获了群众的满意度。12.55
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53个省定经济薄弱村
全部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新
增城乡就业4.5万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7万

人。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32个、新建安置房
1.7万户，镇村公交、区域供水实现全覆盖，老
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睢宁将稳定和
扩大就业，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多途径增
加群众收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
更高水平的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
障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在共享发展
中展现更加普惠的幸福实景。

在城区，徐州最大的拆迁安置小区——
惠民花园小区内，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惠民
商业街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考虑到小区居
民大多为失地农民，丁庄社区多次开展党员
大会制定发展集体经济方案，最终研究决定
于去年11月开工建设惠民商业街，整体对外
招租，进一步增加社区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提升民生温度和幸福质感，打造更加安居
乐业的幸福云龙是该区多年来的不懈追求。
2020 年，云龙区财政支出用于民生比例达
77%；推动近2万名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
体系，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全面完成涉农社区
产权制度改革，“局社合作办实事、村村合作办
项目”成果丰硕，19个涉农社区年收入超100
万元。新开局新作为，云龙区将持续提高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水平，更大力度优
化公共服务、更实举措强化民生保障、更宽渠
道促进富民增收，推动涉农社区集体经济“满
血”活起来，努力增进人民群众新福祉。

在泉山，该区全域旅游智慧微图书馆近日
在域内多个旅游景点登场。掏出手机，读者通
过智慧微图书馆自助系统申请微信认证，上传
信息后就能利用自助系统对图书进行快速读
取、识别和借还处理。

去年，泉山区实施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战
略，努力让游客在畅游泉山、饱览美景的同时，
尽情享受文化与旅游融合带来的魅力。可以
说，泉山发展“底色”浓厚、“成色”更足，在一项
项为民办实事中尽展高质量发展新理念。

泉山区委书记李勇说：“今年，泉山将围绕
落实‘泉山方案’，大力实施‘八个行动计划’，
以严密的工作体系、有力的工作举措，奋力推
进泉山高质量发展。”

落实到民生上，当地将深化实施“六心工
程”民生建设行动计划。拓宽渠道就业增收，
丰富优化服务供给，加强创新社会治理。大力
实施“一减一增”生态建设行动计划，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增加城市绿色
内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工程，重点推进
十里城中村等10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加快推
进产城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
的协调提升，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因
地制宜治理社区小区，建设12个城中村、棚户
区消防点，增设10部既有住宅电梯。精心打
造特色文化街区，建设具有鲜明标识的文化
街区、文脉片区。

蓝图已绘就，号角正吹响。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徐州各地将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按照省委部署要
求，坚持以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区域样板为
统领，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

产业更现代产业更现代 城城乡更美丽乡更美丽 生活更幸福生活更幸福

开 局开 局““ 十 四 五十 四 五 ””，，徐 州 写 新 篇徐 州 写 新 篇
今年既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徐州各地绘蓝图，谋新篇，聚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区域样板，

一幅“十四五”的恢宏画卷正在彭城大地徐徐展开。 □ 徐州分社记者集体采写 张涛 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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