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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强内功

初冬的沛县经济开发区，处处呈现热
火朝天干事创业的繁忙景象。

近年来，沛县梳理排定“333产业体
系”，突出“强链补链、以商招商”，高端纺
织、新型铝材、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提质
扩容，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环保与新材料三大新兴产业发展势如朝
阳，煤焦电、冶金铸造、绿色食品三大传统
产业蝶变转型，为徐州经济发展拓展了新
空间。

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等，沛县突出对接行业龙头企业
和高新技术领军企业，以全产业链精准招
商、定点招商、全球招商，打造更有竞争力
的光伏光电、轻量化新型铝材、纺织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等百千亿级产业集群。

依托“中国粘胶纱线生产基地县”，面
对“碳达峰、碳中和”对产业发展带来的新
机遇新要求，沛县主动应变，全力推动纺
织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投资180亿
元的淮海绿色纺织产业园启动区扎实推
进；投资55亿元的五誉兴绿色新材料项
目、投资50亿元的祥邦高端水刺无纺布
项目加快建设；集纺纱织布、成衣制作、市
场交易于一体的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加快
构建，一个产值超千亿元的高端纺织新材
料特色产业基地呼之欲出。

坐拥全省唯一新型铝材加工产业特
色园区，沛县汇集了珀然股份、华昌铝厂
等20余家骨干企业，形成轧制材、挤压
材、锻压材3条产业链。近年来，该县向
着“轻”与“薄”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以嘉寓
光能为代表的太阳能光伏铝材生产基地，
以诚立方为代表的绿色建筑铝材基地，以
珀然为代表的产能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
轻量化铝轮毂生产基地。

围绕光伏光电产业，沛县打造了一条
年产2GW的多晶硅铸锭和切片、12GW的
大尺寸电池片、12GW的光伏组件全产业
链。此外，沛县还利用2.6万亩采煤塌陷地
建设光伏电站，装机规模173.3兆瓦，中煤
年发电量13.4亿千瓦时的新能源示范基地
正在建设，华润集团5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近期将开工，绿电产能将达到40亿千瓦时，
该县先后获批国家级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试点县、“江苏省光伏科技产业
园”、国家火炬光伏特色产业基地。

依托一个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沛县发
展实现从传统能源产业到
新能源产业的蝶变、从传
统纺织业到纺织新材料的

转型升级、从单一机械加工到以智能制造
为主体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华丽转变。

优化环境增动能

前不久，沛县220余名优秀企业家和
党政领导干部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亲清学
堂”第二期开班仪式。开办“亲清学堂”，是
沛县深化人才强县战略，加强高素质干部
队伍、企业家队伍建设，推动非公有制经济
领域统战工作守正创新的有益尝试，也是
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创新举措。

发展经济，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企业
家队伍。自去年第一期“亲清学堂”开办
以来，企业家学员们通过学习，视野更加
开阔，推动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生产经营
持续向好。

沛县紧扣“工业立县、产业强县”发展
战略，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牵引，以
强化载体建设和要素供给为抓手，以优化
法治环境为保障，全方位推动营商环境优
化，将此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今年以来，沛县以政务服务标准化、
“不见面审批”常态化建设为重点，着力破
解企业经营、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
点、堵点，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为抓手，
打好集成改革“组合拳”，擦亮政务服务

“新名片”，打造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营
商环境。

聚焦国内一流，沛县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推进

“一网通办”，聚焦“一件事一次办”，全面
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让“数据跑
路”取代“群众跑腿”。

沛县推行项目建设容缺审批制度，
“一件事一次办”已成为常态；“亩均论英
雄”改革全面深化，新批工业用地全面实
施“标准地”出让，实现“成交即发证、交地
即开工、验收即登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全省首宗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在沛县入市成交。

攻坚克难树新风

沛县大兴研究问题、攻坚克难、协作
配合“三种风气”，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作为锤炼干部作风、推动干部成长的“炼
金石”，梳理县级攻坚克难项目122项、村
级为民办实事项目394项，重点解决“多
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

“咱这个殡仪馆得搬迁了，5台炉子
只有3台能用，还常出故障，议了20年的
搬迁，到现在还看不到眉目。”去年吴昊刚
就任沛县县委书记时，一位老干部这样告
诉他。吴昊去沛县殡仪馆实地查看后下
定决心：一定要把沛县人民期待的这件大
事尽快办好。

建于1979年的沛县殡仪馆，位于沛

城东风路东首。随着城市扩容，该馆距离
新华小区和新华中学不到500米，直接影
响城市发展。去年6月起，沛县县委、县
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殡仪馆
迁建工作，定下时间表：今年3月25日新
殡仪馆完工，4月4日运营。

4月4日，新殡仪馆如期运营。老殡
仪馆随之拆除，7月初在原址建成沛县运
动公园。“只要是出于公心，把群众的工作
做好，把群众的利益摆正，就没有什么难
事。”吴昊说，这也验证了那句话——坐着
想都是困难、动手干都是办法。

包括14个老旧小区1.4万套住房不
动产登记在内，一批难题全面化解。《人民
日报》推介沛县转作风、解难题、办实事的
做法。

协同发展谱新篇

冬日阳光，照在平静的微山湖湖面
上。曾经，密密麻麻的养殖围网和圈圩仿
佛一块块贴在湖面的“牛皮癣”，对微山湖
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响。

一河一湖分两省，河湖上下游、左右
岸属地不同，两地河长们此前在治河护河
上各自为战，缺乏沟通合作。如何打破行
政区域之间的壁垒、共建共享生态河湖？
沛县、微山县两地通过建立健全苏鲁水利
边界联动机制，在跨区域联动护水治水上
进行了有益探索。

2017年，两县水利部门签订《沛微水
利工作边界联动机制协议书》，在全国首
创处理边界水问题的“五联机制”，为微山
湖地区县域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去年11月，沛县主动打破
藩篱，首次联合微山湖地区苏鲁二省7县
（市、区）召开微山湖地区县域协同发展座
谈会。会上签署《微山县与沛县协同发展
协议》《鱼台县与沛县协同发展协议》，明
确深化交流合作，推动省际边界地区更好
更快发展，在国家区域功能板块中发挥更
大作用。

今年以来，沛县以“争做微山湖地区
县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为目标，与丰县、
单县、滕州市等县（市、区）联合出台《微
山湖地区县域协同发展工作要点》，涉及
交通、产业、教育等协同发展各领域，微
山湖地区逐步实现“苏鲁协同求共赢”的
发展模式。

“着眼更高水平推动微山湖地区县域
协同发展，沛县旨在从产业配套、交通互
联、生态共治、文教相通等方面深化区域
合作，合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省际协同发
展示范区。”吴昊表示，将秉承“一家人，就
是亲”理念，与兄弟县区共同谱写县域协
同发展新篇章，共同唱响微山湖畔的新时
代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
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沛县紧紧
围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以工业
化谋划，以项目化推进，全面推
动农业提质增效，打造现代农业
示范区，走出一条乡村产业振兴
之路。

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聚焦徐州市党代会“打造大
沙河沿线农房改善示范带”工作
部署，鹿楼镇依托境内6.5公里
长的大沙河产业带，培育家庭农
场260多家，其中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9家，为农业科技人才施展
才华提供了舞台。

鹿楼镇的发展变化，是沛县
立足现有资源、围绕农业农村重
大项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
个缩影。

以“特色成块、基地成片、产
业成带”为发展方向，沛县高层次
打造大沙河和微山湖现代农业产
业带，推动优质果品、养生牛蒡、
辣椒制种等8个产业集群升级扩
量，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
水平逐步提升，形成包括45万亩
优质稻米、10万亩优质果品、4.3
万亩健康水产、3.5万亩养生牛
蒡、2.2万亩辣椒制种、2万亩设
施西瓜的发展格局。

深化产业融合发展

近年来，沛县不断深化一二
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通供应链，“苏北淘”“天下
丰沛”等农村电商品牌不断壮大，

领创农博汇、大沙河果品、杨屯镇
粮食三大农产品物流园建设稳步
推进，获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目前，沛县拥有县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288家，其中国家级
龙头企业5家。“沛县大米”“沛县
牛蒡”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忠意食品国内行
业排名第一，辣椒制种产量占据
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培强新型经营主体

在鹿楼镇为农服务中心，一
栋两层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引
人注目。“入驻企业为徐州助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可以说是镇农
业农村大项目的‘保姆’。”鹿楼镇
副镇长梁振介绍，该公司是以数
据和技术驱动的新零售电商平
台，以“让鹿楼农副产品走进亿万
家庭”为发展目标。

沛县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
度、产业化水平为方向，大力培育
适应本地农业特色和发展实际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构建集
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
融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持续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此外，沛县还明确政策导向、
资金扶持等各项服务协调措施，
组建沛县兴田集团，大力推进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农业规模经营，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全县创立土地股
份、农机服务等各类村集体领办
合作社225家，创建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12家，位列徐州市第一。

聚焦重大项目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和老师、小伙伴欣赏校园美
景，与同学们一起做游戏、共读一
本书……连日来，沛县胡寨镇张
庄小学的孩子们，在教师精心组
织的活动课中收获了快乐与成
长。这是沛县持续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扎实落实“双减”政策的
一个缩影。

基于多种原因，沛县以往基
础教育薄弱，资源供给严重不足，

“大班额”“超大班额”问题解决全
省垫底。去年以来，沛县坚定地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
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投入强度
和推进力度，全面消除“大班额”，
打赢基础教育“翻身仗”，在省市
教育高质量考核、市教育重点工
作考核中名列第一。

沛县认真测算年度生源变
化情况，精心编制学校建设计
划，去年以来，密集出台《沛县加
快农村幼儿园建设的工作意见》
《沛县“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
等一批促进教育发展的文件和
举措。用最优地块建学校，借专
项发债筹措资金，全县列入计划
的新改扩建各级各类学校共82
所，总建筑面积96.9万平方米，
总投资 52.8 亿元，可供学位约
8.06万个。

一批批新校舍建起来了，沛
县用系统思维“腾挪盘活”校舍资
源：新的高中建好了，便将老高中
校区腾出来办初中；老的初中校

“摇身一变”成为小学，原先单轨
制小学活用成两轨制的幼儿园，
硬件资源得到科学配置。

硬件建设好，教学装备也快
速跟上。今年，沛县投入资金约
1.58亿元，配置学生课桌凳、图

书，按标准、分批次配足配全农村
学校多媒体教室、实验室、科学室
等功能教室，全面改善农村薄弱
学校办学条件；加快智慧校园建
设，进一步升级优化全县教育教
学资源共享平台，构建共建共享
的远程互动课堂模式，实现城乡
优质资源共享。

搭起了平台，更要建好队
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离不开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
能力精湛、管理水平高超的高素
质校干队伍。沛县以德才实绩为
标准，树立起鲜明的选人用人导
向，营造出人人奋进、项项争先的
良好氛围。

今年，沛县教育系统23人获
提拔重用，沛县中学教师朱建波
因教学业绩和管理能力突出，直
接从年级组长晋升为该校党委委
员、副校长。

去年以来，沛县3次明确校
干调整规划，累计调整校干161
人，全部做到实绩说话、进退有
据。因师德师风过硬、成绩突出，
两名农村中学校长被提拔为县直
中学校长，县直中学3名中层干
部被提拔到农村中学任校长。一
批新的校干到岗后，沛县教学管
理水平明显提升。

“校舍建设可以短时期大干
快上，教育综合实力的提升则需
要久久为功。”沛县县委书记吴
昊说，当前，“双减”的根本之策
在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立德树人是一个“止于至善”的
过程，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
导向，系统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不断提升校内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能力。

搭平台、优结构、建队伍

沛县奋力书写
有温度的基础教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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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中国县域综合实力百强榜中国县域综合实力百强榜””榜单近日出榜单近日出

炉炉，，沛县名列第沛县名列第2626名名，，居徐州各县市区首位居徐州各县市区首位。。

徐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徐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沛县要全力争做沛县要全力争做

徐州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徐州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争做微山湖地区县域协争做微山湖地区县域协

同发展的示范区同发展的示范区。。

““实现实现‘‘两个争做两个争做’’目标目标，，归根结底要靠综合实力归根结底要靠综合实力

说话说话。。””沛县县委书记吴昊表示沛县县委书记吴昊表示，，全县上下将以经济全县上下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建设为中心，，坚定落实发展第一要务坚定落实发展第一要务，，迅速壮大经济迅速壮大经济

综合实力综合实力，，阔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阔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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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北经济开发区华晟纺织沛北经济开发区华晟纺织

恒辉编织生产车间一角恒辉编织生产车间一角

珀然股份生产铝轮毂珀然股份生产铝轮毂

大风歌广场大风歌广场

沛
公
园
景
区

沛
公
园
景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