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植生态优势，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冬日的潘安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昔日，
这里是徐州塌陷面积最大、情况最严峻的采煤塌
陷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是周边居民真实生
活写照。

为彻底改变“一城煤灰半城土”的面貌，贾汪
久久为功，通过基本农田整理、采煤塌陷地复垦、
生态环境修复、湿地景观开发“四位一体”综合整
治，让曾经荒芜的采煤塌陷区变成湖水盈盈的绿
色花园。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潘安湖
采煤塌陷区整治时指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
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
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近年来，贾汪不断探索采煤塌陷地治理与产
业转型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先后实施潘安湖、小南
湖、商湖、月亮湖等塌陷地治理工程82个、治理面
积10.54万亩，成为全国采煤塌陷地治理、资源枯
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再造的典范。

与潘安湖相距不远的解忧湖公园，自今年5
月开园以来成了附近居民健身游玩的好去处。作
为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三期工程，解忧湖
公园集游憩、休闲、观光、娱乐、科普于一体，成为
打造生态修复治理“贾汪样板”的又一亮点工程。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环境的嬗变，让潘
安湖成为带动提升发展能力的重要引擎。在这
里，贾汪规划建设了20.6平方公里的潘安湖科教
创新区，使之成为徐州“一城一谷一区一院”的重
要组成部分，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潘安湖恒盛
智谷科技产业园等争相落户。

为进一步厚植生态优势，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先行区，贾汪还将加快打造以大洞山森林生态系
统为主的天然绿色生态屏障，以潘安湖国家湿地
公园为中心的湿地片区，以京杭大运河、不老河—
屯头河为主线的水生态走廊，构建山水相融、蓝绿
交织、林田共生的生态新空间；持续总结潘安湖采
煤塌陷地治理经验，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确保2022年底前完成剩余2.69
万亩采煤塌陷地治理，逐步推进37个采石宕口治
理；推进京杭运河清水廊道整治工程，确保省考断
面水质持续达标，地表水国考断面优Ⅲ比例达到
100%；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落实细颗
粒物和臭氧浓度“双控双减”，加大工业“结构促
降”力度，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筑牢生态
绿色基底。

加速产业转型，
打造高质量转型发展示范区

寒风萧瑟，而位于江庄镇的徐州德龙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浪逼人，6米长的钢坯条
从生产线入口自动送入炉内，很快便被加热到
1300余摄氏度，成为一根根通红的钢条，输送到
大吨位压缩轧机内……

“这是一条国内单体最大的高合金钢棒材生
产线，不锈钢棒材日产量2400吨，每吨市场价超
过1.3万元。”该公司总经理罗伟介绍，项目满产
后可实现年销售额100亿元，将为当地提供300
个就业岗位。

德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江苏成钢集
团。为实现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高质量转型发
展，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全资收购成钢后，拆除
原粗钢生产设备，技改建设为年产80万吨高合金
钢棒材生产线项目。该项目科技含量大，生产设
备国内领先，整个生产车间可实现全自动化，市场
影响力巨大，为贾汪打造百万吨级不锈钢产业集
群发挥着龙头作用。

近年来，贾汪区坚定不移推动五大行业转型
升级和布局优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在关闭整治476家“散乱污”企业的基础
上，关停拆除81家企业，工业应税销售收入减少
420亿元，税收流失约10多亿元，以沉重代价拓
宽了生态空间、增加了环境容量。

腾出了空间，贾汪全面实行产业链长制，扎实
开展领导带头招商、以商招商、网上招商、推介招
商、产业链招商等。得益于此，总投资50亿元的
徐工基础成功落户，传统装备制造加速向智能制
造转型；金彭集团吉麦新能源新车批量下线，成为
淮海经济区首家拥有自主品牌和整车研发、生产、
销售能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不仅如此，贾汪突出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重
点的实体经济，大力实施工业经济三年提升行动
计划，围绕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绿色建材两大
主导产业，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奋力实现“三年
700亿、力争800亿，五年过千亿”的目标，打造

“百亿产业、千亿贾汪”。以徐工基础为龙头的
400亿元产值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不断汇聚，
以德龙不锈钢为龙头的400亿元产值新材料绿色
建材产业蓬勃发展，100亿元产值的吉麦新能源
汽车及其产业链加快形成，100亿元产值的临港
加工、物流产业迅速崛起。

精耕旅游富民，
做强高品质生活实践区

今年，贾汪区获评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
县。此前，贾汪已连续4年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国
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评优秀等次，并获批
全国第三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和生态修复示范区。

绿色，是贾汪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底色。近年
来，贾汪以发展全域旅游为重要抓手，实现了从

“煤海”到“花海”、从“煤城”到“绿城”的根本性
转变。

冬日的汴塘镇设施葡萄采摘园，日光温室大
棚里，颗粒饱满的葡萄迎来采摘高峰；在紫庄镇，
西红柿鲜红可人，蔬菜青翠欲滴，大棚蔬菜吸引来
八方游客。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设施农业拓宽了贾
汪农民增收渠道，奏响百姓致富增收的“田园牧
歌”。

依托252省道，贾汪按照“美丽乡村+乡村旅
游点+风景廊道”点线面结合方式，积极“种”风
景、全力“育”景点，形成了一条集农耕体验、蔬果
采摘、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景观大道、富民大道、
产业大道。

今年以来，贾汪精心设计四季果蔬采摘路线
以及春夏秋文化体验二日游路线，让广大游客“快
进慢游”，变“走马观花”为“身临其境”，变“浅尝辄
止”为“深度相拥”，打造乡村旅游生态链。

此外，贾汪还立足资源禀赋，全方位、多角度
激活休闲旅游各环节，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不断打通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通道。

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文明
村”，近年来积极推进乡村振兴，高标准提升村容
村貌，大力发展乡村文旅产业，打造马庄香包、马
庄春晚、马庄庙会等文化产业品牌，吸引了全国各
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度假消费。

茱萸山街道磨石塘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生
态文明建设、文旅产业发展，蝶变为干净整洁、宜
居宜游的美丽乡村。该村依托大景山、督公湖等
旅游景区，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
为一体的旅游基地。一个个旅游项目陆续开发，
一批批农家乐次第铺开，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同时，村民“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统筹山水、田园、村落等空间要素，贾汪已打
造“水韵马庄”“书香小吴”“印象四清”“田园磨石
塘”等10个示范节点，建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2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4
个、市级美丽宜居村庄48个，形成“一村一景”“一
村一韵”独特画卷；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点24个，打出“城市+乡村+景区”组合牌，形成核
心景区引领、次级景区配套、中心城镇支撑、村落
廊道联结的全域旅游空间格局。

锚定300万徐州市区人民后花园的定位，贾
汪于今年9月召开生态更美旅游更旺互促提质行
动计划研商会，并启动潘安湖5A级景区、大洞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深入挖掘生态资源，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旨在让“全域旅游、贾汪
真旺”成为新时期贾汪最鲜明的地域标识，打造高
品质生活实践区。

提高社会文明度，
做靓文明和谐样板区

“阿姨好，我是咱村志愿者，天冷了，想了解一
下您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近日，马庄村全科联
络员马娟来到村里独居老人家中，入户走访的同
时，了解老人们所愁所盼。

马娟告诉记者，村里以“十必联”工作法为主
要抓手，组织党员、乡贤、后备力量、热心群众等与
村民建立联系户制度，在群众家中有喜事、丧事、
难事、急事等十类情况时，及时上门联系服务。

贾汪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思英介绍，“十
必联”服务队伍里既有老党员、老干部，也有热心
群众、回乡创业的青年人，通过一人包十户，与基
层群众建立常态化联系，推动文明实践由进村向
入户深化、由见人向走心深化。

今年8月，贾汪区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十必
联”工作夯实行动实施方案》，解决百姓“急难愁
盼”的同时，推动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再上新
台阶。

根据实施方案，贾汪建立起包挂结对精准服
务与快速发现解决反馈问题两项工作机制，每名
农村“十必联”志愿者包挂10—15户群众，城区志
愿者“一人联一楼”，逐户走访，见面见底，全面摸
清群众家庭情况，听取群众需求，帮助解决问题；
村（社区）建立“十必联”工作群，组织志愿者及时
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每周开展问题分析，紧急事
项当日上报，形成村、镇、区三级问题上报、解决、
反馈工作闭环。

为进一步统筹好文明实践工作“谁来干”的问
题，今年9月，贾汪还研究制定《整合基层工作力
量实施方案》，对全区劳动保障协理员、新时代文
明实践联络员、专职网格员进行有效整合，推行

“全科联络员”工作模式，进而充分发挥基层治理
单元作用，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促进社会文明
程度和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这仅仅是贾汪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
个缩影。自2018年被列入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以来，贾汪便将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作为“书记工程”来抓，并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列入全区发展战略、重点目标
考核、为民办实事工程、“四位一体”基层治理体
系，使其地位更加凸显。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贾汪不断打通阵
地资源平台，并延伸到各乡镇12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和13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550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形成体系贯通的四级阵地网络，
实现实践阵地全面覆盖，使之成为群众身边的红
色阵地与精神家园。

为进一步增强红色阵地的吸引力，贾汪实施
文明实践阵地硬件设施提升项目，形成“15分钟
文明实践圈”，让群众愿意来、来了有收获、来了还
想来。

如今，贾汪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路径越来
越清晰、机制越来越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正由

“破题开局”向“全面开花”推进，为全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贡献贾汪智慧、贾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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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沙绍军 孙娜 王亚

10月 27日，徐州市贾
汪区举办金秋投资洽谈会，
42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达415亿元。其中，佳镁工
程机械核心材料、朗欧医药
植物细胞发酵生物技术研发
生产基地等一批招商引资“1
号工程”项目签约落地。

近年来，贾汪区始终秉
承“生态立区、产业强区、旅
游旺区、文明兴区”发展理
念，牢牢把握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生命线”地位不动
摇，全力以赴做大做强产业
平台和特色产业园区，以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建
材、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
临港加工业等为重点的现代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业发
展迈入新的更高阶段。

贾汪区委书记薛永表
示，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
书记首次地方视察就亲临贾
汪，贾汪人民始终牢记总书
记殷殷嘱托，乘势聚力、协同
创新，更高水平推动“四区”
并进全面转型，争当高质量
全面转型发展排头兵，在新
征程上奋力谱写“贾汪真旺”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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