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发
展基础日益雄厚，改革红利正在释放，宏观调控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念，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打好经济结构调整攻坚战

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省长李学勇

——访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

本报记者

面对“迈上新台
阶、建设新江苏”的使
命和任务，面对新常态
下的新趋势新变化，实
现发展调速不减势、量
增质更优，调整优化经
济结构至关重要。这是
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
性、关键性工程
去年 12 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
在 视 察 江 苏 时, 殷 切 希 望 江 苏 围 绕
“两个率先”光荣使命，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着力推动经济发展、现
代农业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努力建设
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
程度高的新江苏。日前，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省长李学勇就如何在新常
态下打好经济结构调整攻坚战、推动
江苏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接受了本报
记者采访。
李学勇代表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江苏工作的最新要求，是江苏未来发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展的总要求总纲领，是我们做好各项
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率先”，这
关键还是要转方式调结构。江苏自然
资源少、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小，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快速发展，支
撑经济发展的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处于只有加快调整结构才能实现经
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关键阶段。
面对“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
使命和任务，实现发展调速不减势、
量增质更优，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至关
重要。这是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性、
关键性工程。要求我们把转方式调结
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改革创新
作为强大动力，着力抓好“六个优
化”，在加快转型升级中推动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
一是突出创新引领，优化产业
结构。江苏产业规模大，转型升级
任务重。我们要按照调高调轻调优
调强的思路，深入实施 10 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划，以发展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调“高”；着力抓好新业态
新模式培育，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调“轻”；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以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调“优”；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以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调“强”，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是注重协同拉动，优化需求结
构。江苏将更多依靠扩大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以“智慧江苏”、“健康江
苏”、“畅游江苏”为重要载体，积极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正确引导投资
方向，围绕调结构、补短板、惠民
生，加大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生态
保护等方面投入，促进投资稳定增长
和结构优化。主动参与“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努力提升开放型

经济发展水平。
三是加大统筹力度，优化城乡结
构。通过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江苏省城镇化率比“十一五”末提高
4.6 个 百 分 点 。 但 我 们 也 清 醒 地 看
到，江苏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仍
然艰巨繁重。突出以人为本，坚持四
化同步，注重布局优化，体现生态文
明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
进城乡共同繁荣的城镇化路子。
四是加强分类指导，优化区域结
构。我们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战
略，实施新一轮区域发展布局。建设
好以城市群为基本特征的苏南自主创
新示范区，推动苏中融合发展特色发
展，大力实施苏北发展关键性工程。
深入实施沿海科学开发 6 大行动，培
育江苏经济新增长极。
五是体现民生优先，优化分配结
构。按照“两个同步、两个提高”的
要求，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就业惠
民、社保安民，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重要动
力，通过改革破解难题、健全机制、
完善体系。坚持把民生投入作为公共
财政支出的重点。要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民生投入力度，使全省人民
生活更加向好。
六是坚持标本兼治，优化生态环
境。我们要把生态文明作为科学发展
的重要标杆，扎实推进生态省建设，
划定生态红线区域，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突出抓好大气、水污染防治和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年度节能减排任务
超 额 完 成 ， PM2.5 平 均 浓 度 下 降
9.6%。我们将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
良好环境的期盼，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
好全省人民的美丽家园。

宁夏要与全国同步
建成小康社会，根本途
径还是加快发展，既要
保持一定的增速，更要
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要正确对待发展
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换
挡不失速，调速不减
势，这样才能缩小与周
边、发达地区的差距

宁夏作为西部欠发达省区，要
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根本途
径还是加快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
增速，更要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近 日 ， 记 者 就 如 何 加 快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采访了全国人
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
席刘慧。
“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
是当前宁夏最大的阶段性特征。”
刘慧说，新常态下，不唯 GDP 不
是不要 GDP，增速下调了但不是

许

凌

越低越好，是要追求更有质量、更
有效益的速度。要正确对待发展速
度与质量的关系，换挡不失速，调
速不减势，这样才能缩小与周边、
发达地区的差距。特别是在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经济增
长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回升向
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更要把稳增长
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通过开展“项
目建设年”活动，谋划实施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加快培育一批新的
增长点，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
区间。
刘慧代表认为，对宁夏来讲，
不调不行，调得慢了也不行。要聚
焦调整转型，把资源禀赋作为定位
器，把市场需求作为导航灯，坚决
调、果断转，推动经济在新常态下
行稳致远。要优化产业结构，坚持
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促进煤化
工、生态纺织、清真用品等传统产业
“破茧化蝶”，加快云计算、葡萄酒、
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新模式、新
业态、新产业蓄势发展，以优质产
业提质量、增效益。要优化区域结
构，全面落实 《宁夏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把全区作为一个城市来统
筹空间发展，加快推进沿黄发展
带、清水河城镇产业带建设，打造
银川都市区和石嘴山、固原、中卫
“一主三副”城市格局，统筹城
乡、山川协调发展。要优化投资结
构，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释放
民间投资潜力，以投资引导产业升
级，打造宁夏经济“升级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
创新依然是主旋律。刘慧代表
说，宁夏下一轮的发展要把改革
创新作为重要动力。唯改革者

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用改革创新
的办法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形
成改革创新的红利。要用好政府
之 “ 手 ”， 建 好 政 府 部 门 权 力 清
单、责任清单和项目投资负面清
单，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最大限
度缩短审批时间，最大限度提高
行政效率。要放开市场之“腿”，
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深化财税、金融、国
企、农村等改革，支持各种形式
的创业创新，形成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生动局面。要激发民间
之“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鼓
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和
谐社会。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其发
展要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为平台，把中阿合作作为主攻方
向，同时面向全球开放，打造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刘慧代
表表示，宁夏要把扩大开放作为重
要途径。实施中阿博览会带动计
划，用好中阿博览会的“金字品
牌”，高标准办好第二届中阿博览
会，发展会展经济，形成集群效
应。实施开放通道拓展计划，建好
陆上、空中、网上“三条丝绸之
路”，畅通贸易通道。实施外向型
园区培育计划，依托各类园区，重
点发展葡萄酒加工、高端纺织等特
色优势项目，培育壮大一批外向型
产业园区。实施贸易便利促进计
划，探索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新模
式，开展贸易自由、服务业开放等
试点，打好先行先试牌，创建中阿
经贸合作示范区。

安溪：
转型发展谋跨越
城在山中,山在水中,山中有城,水绕山城的现代山水茶都
城在山中,
城在山中
,山在水中
山在水中,,山中有城
山中有城,,水绕山城的现代山水茶都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光电产业实现产值 40 亿元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刘伯怡摄

福建安溪曾经是福建省最大的贫困县，起步晚，底
子薄，体量小、后劲弱的状况成为安溪加速工业化的“绊
脚石”。多年来，除了茶产业和家居工艺业，工业产业主
要依靠钢铁、采矿、石材加工、水泥等资源型业态。粗放
的发展方式，曾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溪流变成了
“牛奶河”和“咖啡河”。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面前，安溪县委、县
政府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勇气，做出了加快产业转
型、加快绿色发展的决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个
产业优、环境美、后劲足的新安溪正在崛起。
如何转？怎样转？安溪县的思路是“一步到位、抢
占高端”：高点定位、高位嫁接、高端合作；抢占行业技术
制高点，抢引行业龙头企业，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不
亦步亦趋，避免“二次转型”。五步棋夯实了近日安溪现
代产业的坚实基础。
以退为进、腾笼换鸟。安溪县因地制宜，实施主体
功能区战略，在一城两翼重点发展新型工业、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余乡镇侧重发展生态茶业和现代

农业等，确保把有限的土地资源利用好。从 2009 年开
始在全省率先实现石材行业全退出，区域内 73 家矿山开
采企业、637 家石材加工企业全面关停，使全县水土流失
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得以治理恢复，昔日的
“牛奶河”也由此变得清澈。淘汰钢铁、水泥等行业落后
产能，实现立窑水泥厂、粘土机砖厂全面退出；淘汰水泥
落后生产线 20 条、产能 327.4 万吨；淘汰年产 1 万吨以下
造纸生产线 7 条、产能 1.8 万吨；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83 万
吨；关停淘汰矿业落后生产线 20 条。
一步到位、抢占高端。重点培育壮大“光电照明、信
息技术、电子商务”三大新兴产业。大力打造中国光电
产业高地、海西信息技术产业高地、海西电子商务产业
高地。把泉州（湖头）光电产业园打造成海西最大、产业
链最完整、配套最齐全的“千亿光电园区”，成为安溪新
一轮跨越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把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
建）产业园打造成海西最大的信息技术产业园区，带动
安溪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弘桥智谷电商基地（海西电商
产业基地）发展，建设福建最大的电商产业园区，推动产
业加快模式创新和渠道创新。弘桥智谷电商项目首期
规划 500 亩，全部建成可容纳 300 家企业、5000 名创业
者，实现日发货量 20 万件，年纳税 2 亿元。项目 2013 年
10 月 1 日开工，已建成 15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已有恒安、
特步等 50 余家企业入驻，日发货量 5 万件，到 2018 年行
业产值可望超 100 亿元。
同城发展、区域合作。随着安溪“高速时代”的到
来，安溪主动迎合泉厦漳同城化发展，与厦门湖里区、思
明区合作共建厦门泉州经济合作区湖里园、思明园，积
极探索“产业对接、共建园区、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至
2018 年，合作区可实现 500 亿元产值、20 亿元税收。
做大龙头、扶大企业。一、力促技改。积极帮助规
上企业对接和争取省市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企业技改提
升、扶持“数控一代”推广应用等政策。二、技术创新。

积极推进企业科技创新“五清零、六提升”专项行动，大
力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
动力。三、要素保障。对龙头企业、技改项目等在用地
指标、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四、政策扶持。
制订出台了“百企千亿龙头促进计划”、
“ 支持企业全方
位创新行动计划”、
“ 扶持企业外贸出口奖励意见”、
“促
进家居工艺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措施”等一揽子政策，鼓
励改制上市、技改扩建、自主创新、做大做强。五、政企
联动。实行县领导挂钩重点企业机制，去年到现场办公
180 多场次，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420 个，及时协调解决企
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和问题。
筑巢引凤、引凤筑巢。安溪县通过畅通路网、建设
园区、审批提速等，千方百计改善投资环境，打造项目、
资金集聚的洼地。建设了 4 条总里程 148.5 公里的高速
公路，融入厦门、泉州“一小时经济圈”。按照“产城融
合”、
“ 兴起一个产业、带动一座新城”的理念，把园区与
城镇建设相结合，一区一策、一园一策、政企互动、统筹
推进。进一步优化“容缺预审”、
“ 并联审批”、
“ 马上就
办”、
“一线落实”等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陈达水摄

今日安溪，既有青山绿水，青翠茶田，更有生态工业
的相得益彰。安溪从后发山区跃升为全国百强和高新
产业高地，得益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理念的创新
和精准的运作。明天的安溪，将是一个环境美、百姓富、
县域强的新典范。

金融行政服务中心等一座座新地标拔地而起

信息技术产业园数据中心正式建成投入运营,,开始承接市金保工程及金融数据系统等业务
信息技术产业园数据中心正式建成投入运营

刘伯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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