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新一轮东
北振兴战略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带来
历史机遇，吉林如何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
新发展理念促进吉林省走上持续振
兴的新路子。两会期间，《经济日
报》 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吉
林省委书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巴音朝鲁。

“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须有新的发展理念，我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
别是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践行五大发展新理念，扎实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新的进步。”巴音朝鲁代表认
为，正确的发展理念是吉林实现全
面振兴的根本保障，由此制定的战
略决策才能达成目标，实现可持续
发展。

吉林发挥“五大优势”，实施
“五大举措”，加快“五大发展”，
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
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
展新路。从一年前经济增速最低迷

的 5.8%逐季上升，到 2016 年末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8.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9%，进出口总额增长 3.8%，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6.5%和 7%。
吉林经济正呈现出优势加速释放、
动能加速转换、活力持续增强的良
好态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
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老三
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医药健
康、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旅游等

“新四样”支柱产业逆势上扬。巴
音朝鲁代表说，我们大力培育发展
新动能，电子商务、吉林卫星、无
人机、新能源汽车、人参精深加工
等新产业、新业态加速生成，服务
业高速增长；我们着力推动改革措
施落地，国资国企、民营经济、金
融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一系列
重要成果,特别是全面推进“放管
服”改革，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我
们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
动向东、向南开放双翼并进，长吉
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加快建设，开放
型经济呈现崭新格局。吉林根植绿
色发展理念、用活绿色资源，大力
发展“银色经济”，冰雪旅游连续
保持 25%以上的增速。今年春节黄
金周，吉林省共接待游客 1000 多
万 人 次 ，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97 亿
元，冰天雪地成为吉林新的金山银
山；我们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并首
战告捷，32.9 万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这些新亮点、新变化、新趋
势，说明新的发展理念正在为吉林
全面振兴注入新动力、带来新机
遇、增添新希望。

巴音朝鲁代表表示，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客观全面、
分析形势鞭辟入里、部署任务具体

清晰，报告贯穿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穿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坚
定自信又清醒有为，既冷静客观又
积极向上，是一个求真务实、提振
信心、凝聚力量的好报告。

下一步，吉林省将深入贯彻落
实五大发展新理念，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持实施“三个五”发
展战略，统筹推进中东西部“三大板
块”建设，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
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中寻求新突破，在振兴
老工业基地中集聚新动能，在提高
社会治理能力中取得新进展，在全
面从严治党中收获新成效。

巴音朝鲁代表说，走出、走好这
条新路，必须牢牢把握“七个坚持”、
大力营造“五个生态”，努力实现“六
个显著提升”。“七个坚持”是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
航向，坚持以“三个五”发展战略为
行动纲领，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
为振兴发展的治本之策，坚持以依
法治省为社会治理根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统领，坚持
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政治和组织保
障。“五个生态”是营造充满活力的
经济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营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营造
多彩繁荣的文化生态，营造安定和
谐的社会生态。“六个显著提升”是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结构
优化显著提升，区域发展质量显著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改革
开放成效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升。

巴音朝鲁

2016 年，党中央作出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宁夏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省区，积
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
务，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既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也在产
业转型升级上迈出了有力步伐。两
会期间，《经济日报》 记者就宁夏
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访
了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 委 书 记 、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李
建华。

李建华代表说，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
战略举措，为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治本
良药。宁夏产业结构倚重倚能特征
明显，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等传统
产业一直占主导，随着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这些产业受到了很大冲
击，效益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
弱，说到底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必须
抓住机遇，积极作为，坚定不移地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在新一
轮发展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一条
转型追赶、弯道超车、富民强区的新
路子。

李建华代表说，宁夏产业基础
弱、规模实力小，但我们顶住压力坚
决改、主动转。去年以来，宁夏立足
区情实际，坚持市场和政府两手发
力，用差别化的政策“去”、综合施策

“降”、有针对性地“补”，扎实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全区化解煤
炭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近 700
万吨，工业产品库存下降 10%以上，
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 70 亿元，开工
建设银西高铁，中南部饮水安全工
程建成投运、110万群众喝上了放心
水，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产出了合
格油品。通过一年的不懈努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开始显现，
一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一些
行业的新业态、新的经济增长点正
在孕育形成，一些企业重装上阵、重
现生机，全区经济运行企稳回升、持
续向好，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6%，地
方财政收入增长 8%，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7.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主要指标增
幅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速
度与效益“双赢”。

李建华代表表示，2017 年是实
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去
年宁夏开了个好头，今年要力争有
更大作为。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中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
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紧跟市场需
求，突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
给，乘势而上、勇往直前，坚决闯过
转型升级这个关口。

在工业领域，聚焦现代煤化工、
现代纺织、新能源三大产业，努力在
转型升级上有新突破。坚持全产业
链发展，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
新、技术改造、工艺优化和产品升

级，加快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
进 ，让“ 老 树 发 新 芽 ”“ 小 树 变 大
树”。现代煤化工产业重点加快下
游产业发展，推进产业间、企业间、
上下游间的融合，特别是煤制油项
目要延伸产业链条，向工程塑料、合
成纤维等精细化工方向发展；现代
纺织产业重点走精深加工的路子，
向上对接煤化工产业，向下发展聚
酯纤维、特种面料、成衣制造等产
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新能源产业
重点是做大产业规模，注重产业配
套，推动光伏材料、新能源电池、新
能源汽车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
聚集发展。

在服务业，聚焦金融创新、大数
据产业、全域旅游三大产业，努力在
扩规上档方面有新突破。坚持做大
规模与提高档次并举，面向工业、对
接农业、服务生活，推进服务业发展
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不断形
成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金融业重
点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争取再
引进一批金融机构落户，再增加一
批“新三板”挂牌企业，启动本地银
行改革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一
批金融人才，打造西部金融洼地；大
数据产业重点加快建设全省域数据
信息共享平台；旅游业重点按照“全
景、全业、全时、全民”模式，做好空
间布局，整合旅游景点、旅游资源，
打造独具特色的宁夏品牌，真正把
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的又一支柱
产业。

在农业领域，聚焦酿酒葡萄、枸
杞、草畜、蔬菜四大特色农产品，努
力在提质增效上有新突破。坚持走
特色产业、高品质、高端市场、高效
益的“一特三高”路子，加快产业、生
产、经营“三个体系”建设，提升品
质、拓展市场，下功夫做出品牌、做
出效益。

李建华

以 新 理 念 促 进 吉 林 全 面 振 兴
——访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有新作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有新作为
——访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春天百花争艳，夏天瓜果满园，秋天丹桂飘香，待到冬天，这里
也有新鲜的草莓、可口的葡萄供人们采摘品尝。作为上海农业大区，
沪郊金山不仅是上海市民的菜篮子、果园子，也是上海市民休闲旅游
的好去处。

早在 2007 年，金山就围绕“百里花园、百里果园、百里菜园，
成为上海的后花园”的建设目标有序推进，经过10年的努力，“百里
花园、百里果园、百里菜园”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百里花园：绵延四季的姹紫嫣红

早春3月，沪郊金山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过不久，这里
就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田野百花节”。届时，桃花灿若红霞，梨花洁
白似雪，金灿灿的油菜花争相开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2016
年，金山油菜花约有 5000 多亩，桃树近 1.5 万亩，梨树 2800 多亩，
此外还有大量迎春花、满天星、紫荆花等野生草花，从早春到初夏，
近百种花卉陆续开放，将把金山装点得格外娇艳。自 2012 年首次举
办以来，金山“田野百花节”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次游客前来踏青赏
花，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金山“田野百花节”的主要赏花区包括金石公路农业休闲赏花带、
吕巷水果公园、廊下郊野公园、山阳田园、枫泾古镇等景点。“田野百花
节”期间，游客不仅能欣赏百花争艳的美景，还能体验各大景点推出的
特色体验项目，比如田园农耕、特色点心制作等，同时，游客还可到散布
在乡间的农家乐饭店品尝原汁原味的金山农家菜肴。

此外，占地600亩、拥有4片大型花海，观赏植物达到100多个
品种的“花开海上”生态园项目，正在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正式开放
后将为金山再添农业休闲旅游新景。

百里果园：从卖水果到卖生活

近年来，金山着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名、特、优”
特色农业，形成了“一葡二桃三莓四瓜”10 大核心品牌，分别为施
泉葡萄，枫泾黄桃、皇母蟠桃，鑫品美草莓、莓博士黑莓、敏蓝蓝
莓，珠丰甜瓜、亭林雪瓜、小皇冠西瓜、多利升西瓜，市场影响力不
断提高。此外，每年举办的草莓节、蟠桃节、黄桃节等节庆活动，不
仅促进了农产品销售，还吸引了大批游客到金山采摘水果、体验农
事、享受田园生活。

在质量控制和品牌整合的同时，金山积极引进科研机构，为水果
种植提供科技支撑，不断丰富口感、提升品质，让市民游客吃得更放

心、更开心。比如，吕巷蟠桃多次在全国桃类比赛中获得金奖。施泉
葡萄园通过杂交育种与加温技术等手段，使葡萄的采摘期从6月份一
直持续到12月份，果园内种植了巨峰、巨玫瑰、藤稔、醉金香等10
多个国内外优良葡萄品种，吃起来比普通的葡萄更加香甜。

值得一提的是，从卖水果向卖“郊野生活”转型的实践让金山的
果园与众不同。2016 年底，位于草莓研发中心内的贺尔斯草莓学苑
正式对外营业，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观赏、品鉴到佐贺清香、桃
熏、香妃等 16 种来自世界各地、口味各异的草莓品种，还能在草莓
科普迷宫里了解草莓百科小知识。此外，家长和孩子们还可以一起参
加这里的DIY项目，现场学习制作各种草莓主题的食品，比如草莓蛋
糕盆栽、草莓饼干、草莓匹萨、草莓三明治、草莓泡芙、草莓冰糖葫
芦等。虽然刚刚开放几个月，但这里已经成为沪上小有名气的草莓亲
子乐园，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大批游客。

百里菜园：中央厨房“接二连三”

作为上海的菜篮子，金山近5万亩蔬菜种植面积为上海市民享用
本地新鲜优质蔬菜提供了保障。不过，金山农业最大的优势则是在上
海农业资源有限的“狭小空间”内“以小博大”，转变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近年来，金山区积极引进净菜配送、中央厨房、农产品精深加工
等项目，培育出了 16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中 6 家达到规模以上，
成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区。其中，鑫博海“中央厨房”、联中蘑
菇、银龙蔬菜等都是金山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案例。

以鑫博海为例。鑫博海打造的“中央厨房”，不仅为上海世博
会、F1 大型赛事、高铁动车等供应食材和冷链盒饭，每天还能解决
12 万人次的吃饭问题，目前，鑫博海“中央厨房”年加工生产配送
能力达4万吨、年产值近4亿元。而在联中蘑菇生产基地内，即使不
是蘑菇生长的最佳季节，这里的蘑菇也能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市区的各
大市场、超市，基地还开发出了蘑菇加工产品，并接待小朋友参观采
摘，每亩产值高达200多万元，颠覆了传统农业的概念。

第一产业“接二连三”，把蔬菜种植业拓展到加工业、休闲旅游
业，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升了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同时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其实，2010 年金山就提出了农业“接二连三”发展战略，出台
了《关于做亮精致农业，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的实施意见》。2015
年8月份，金山区政府再次印发《金山区关于转方式、调结构，大力
推动“第六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快了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进程。
如今，金山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探索

了一条大都市农业发展新模式，2016 年金山被纳入全国首批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金山将继续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全
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村变得更美、农民变得更富、农业变得更
强。

加快“百里花园、百里果园、百里菜园”建设

上海金山区：打造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后花园

·广告

枫泾中国农民画村

吕巷水果公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