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西省曾创造过一个又
一个“中国第一”。从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
座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太重，到中国改革开放初
期最早最大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平朔安太堡
露天煤矿；从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冶炼出炉，到中
国第一台燃气轮机车试制成功……在每个历史时
期，都不乏山西矫健争先的身影。

70年来，山西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三晋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全省GDP增长1050倍，财政
收入增长27066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产业
结构更是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基础作用趋于稳固，工
业生产能力实现跃升，服务业已然成为全省经济第
一大产业，连续4年占据经济总量半壁江山。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
时代，继续为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到的“吕
梁精神”是山西人永不言败的脊梁，与“太行精神”

“右玉精神”一起成为三晋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力
量！

经济转型，黑色煤炭“绿”起来

山西之长在于煤。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和工
业基地，山西70年来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
贡献，累计开采煤炭190亿吨，外调130亿吨，有力
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
发展。

然而，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山西一度难以
摆脱对煤炭经济的过度依赖，亟待在转型创新中焕
发新的活力。

2010年，山西被正式批复设立为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唯一的
全省域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量之重不言
而喻。山西鲜明提出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
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新高地”的三大战略目标。

不当煤老大，要当“能源革命排头兵”。山西以
低碳理念引领转型发展，深化能源供给、消费、技
术、体制“四个革命”，推动国际合作，全面构建现代
能源新体系。三晋大地上吹响了进军能源革命的
嘹亮“号角”。

能源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高。煤炭产业走
“减、优、绿”之路，3年累计退出煤炭过剩产能
8841 万吨，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57%；煤层
气、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加速发展，
煤层气地面抽采量占全国90%以上，新能源发电
装机占电力装机比重突破30%，光伏发电基地规
模全国第一。

低碳理念引领百姓生活。省会太原市成为全
球首个出租车100%纯电动化城市。

制造业集群快速崛起。作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
生产基地，太钢不仅能生产支撑世界上最长跨海大
桥——港珠澳大桥的双相不锈钢钢筋，也能生产全
球最宽最薄的不锈钢，厚度仅有0.02毫米的“手
撕钢”，工业制造能力与水平引起世人关注；从航
天发射塔架到动车组轮轴，从矿用挖掘机到桥式起
重机，太重几十年间创造了450多项国内外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业阔步前行，一批整车制造企业如大
运、成功、吉利、比亚迪集聚山西。

科技支撑发展，创新引领未来。山西紧跟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步伐，向着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产业进军。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在
阳泉市建成亚洲最大的大数据中心、无人驾驶基地，
正在打造中国智慧城市的样板。

2009年1月6日，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
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正式投运。此后，
1000 千伏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800
千伏雁门关—淮安直流工程、1000千伏榆横—潍
坊特高压交流工程相继投运。截至2018年11月
底，“三交一直”特高压工程为华北、华东、华中地区
输送电量 1371.56 亿千瓦时，相当于运送了 4115
万吨原煤。

“践行新发展理念，我们必须让煤炭变‘绿’，让
GDP变‘绿’。”三晋儿女靠着这股劲儿，在打造全国
能源革命排头兵的新征程上步伐铿锵、阔步前行。

脱贫攻坚，老区人民富起来

山西是革命老区，巍巍太行，千里吕梁，在革命
战争年代，曾孕育了不朽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差，新中国成立以来，太行、吕
梁成了全国最大的连片贫困地区。如何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让老区人民富起来？山
西将脱贫攻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在
山西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贫困户赵建林家，正午的
阳光照耀着屋顶上蓝色的光伏电板熠熠生辉。“这
两个月我家屋顶光伏电站发了885千瓦时电，收益
867元。”赵建林的儿子指着手机告诉记者。这是

左权县推行的光伏扶贫项目。
2016年，左权县组织光伏扶贫，泽城村村民可

以贷款5万元在自家屋顶安装光伏电板，发电产生
的效益直接打到农民账户上。泽城村光伏集中站
是左权县首批35个光伏扶贫村级集中电站之一，
从2017 年4月开工，6月29日并网发电。截至目
前，泽城村并网发电量 17.15 万千瓦时，实现收益
16.4万元。山西光伏扶贫近年来发展迅猛，规模全
国居首。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
民生摆在突出位置，高位推动、精准发力、综合
施策。全省 58 个贫困县中，15 个摘帽退出，26
个进入脱贫摘帽程序，贫困村数量从7993个减少
到918个，贫困人口由329万减少到25万，贫困
发生率由13.6%降到1.1%，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逐年加大，2018年达到12%左
右。

2018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山西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抓好“五个振兴”，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山西
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5＋1”专项规划已经
全部编制完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山西农谷、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运城
农产品出口平台三大省级战略初见成效。城郊农
业、功能食品等特色产业发展加快，农村人居环
境面貌一新，农村改革稳步推进。

生态修复，三晋大地美起来

山西之短在于水。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典型
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尤为迫切。

山西省右玉县贾家窑松涛园的一处山坡上，护
林员刘万明蹲在一棵松树旁，边培土边和身边的树
唠起了嗑：“从十七八岁开始种树到现在每天护林，
从杨树到你们这些松树，变化我都看在眼里。我比
我爷、我爹幸福多了。他们那会儿只能种‘小老
杨’，一辈子拼命种也活不下几棵。现在，咱这原先
的‘不毛之地’变成了重点景区。我们这70来年不
白干！”

右玉，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曾经
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解放初，首
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70年来，
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历任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一任
接一任、一届接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
用心血和汗水绿化了沙丘和荒山。如今这里树木成
荫、生态良好，年降雨量显著增加，林木覆盖率由
0.26%上升到54%，将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

在山西，右玉精神处处可见。为改变全省生态
脆弱区环境，加快国土绿化步伐，山西全面推行扶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按照全省部署，吕梁中部曾
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临县规划了荒山造
林生态修复，2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国省县乡
通道第一山脊线内绿化美化，旅游线路两侧及旅游
景区景观林建设，湫水河等主要河流两岸水保林建
设，乡镇村庄园林绿化等6大建设工程；布局了核桃、
仁用杏、玉露香梨等特色经济林建设工程片区。同时
在全县组建造林专业合作社291个，村社合一合作
社22个，将所有造林项目交由合作社实施。

“以前咱只想着多种地，可山越刨越荒，人也越
来越穷。现在种树，山在我们手里绿了，风景也变
美了，赚得却多了。”临县葱山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郝候说。

厚植生态，就是厚植未来。如今，汾河重现大
河风光，吕梁太行层峦叠翠……3700万山西人民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改善生态，绿色正在
成为美丽山西的底色。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山西这
块祖国中部的黄土地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全省经济建设实现
了从一穷二白到百业俱兴的历史
巨变，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
足到小康富裕的历史巨变，生态
环境实现了从极度脆弱到绿色发
展的历史巨变，整体形象实现了从
封闭保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山西各项事业
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做到“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良好政治生
态，推动经济稳步向好、坚定转型
发展”两手硬，推动山西内生动力、
发展态势和整体形象发生重大而
深刻的变化。2017年6月，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山西政治生态已经由

‘乱’转‘治’，山西发展已经由‘疲’
转‘兴’”，“各方面建设和发展迈上
新的征程”，并提出五项重大任务，
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全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抓住机遇，勇于改革创新，果
敢应对挑战，善于攻坚克难”，在

“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了新的局
面。我们确立“建设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能源革
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
放新高地”三大目标，进一步凸显
了山西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的
战略地位和比较优势。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通用航空、光机电、现代煤化工等产业集
群快速挺起，近两年煤炭年均增长1.9%，制造业年均增长9%，
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30%，“工业结构反转”实现突破。“一煤
独大”正在走向“多元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我
们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
略，构建平川与山区协调发展新格局，农民收入增幅连年高于
城镇居民增幅。我们秉持“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
红色土地”的态度和决心，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推动农村贫
困人口从2014年的329万降到25万，贫困发生率从13.6%降
到1.1%，58个贫困县今年将全部摘帽。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居民收入增速持续
高于GDP增速。我们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上持续发力，启动“两山七河”生态工程，2018年全省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0.8%，实现经济运行和生态
环保同向好转。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映照
下，山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肩负起创造美好未
来的新使命。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这是实现振兴崛
起、焕发时代光彩的新使命；作为共和国能源基地和老工业
基地，这是加快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升级的新使命；作为国家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这是先行先试、勇于探索的新使命；作为具有光荣传统
的革命老区，这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新使命。

实现新使命，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也不是轻松惬意的
旅途，更不是坐享其功的通途，而是统筹推进“四个伟大”、
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新的长征。我们要坚持

“治”不忘“危”、“兴”不忘“忧”，牢记唯有敢拼敢闯敢干，才
能走稳走好走远。

勇担新使命，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绝对忠诚和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
护”。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坚持把“两个维
护”作为最高政治准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全面正确有效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山西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勇担新使命，我们要勠力同心攀登事业高峰，打造山西
新优势新动力新形象。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抓住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履行好转型综改、
能源革命等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
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认真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牢固的
公仆意识践行初心。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
突出地位，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山
西。全面深化改革，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使山西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勇担新使命，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汇
聚起全省人民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磅礴力量。以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查找解决
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既要做好“刮骨疗毒、重整旗鼓”的
工作，又要做好“修复生态、培植土壤”的工作，推动政治生态
朝着持久风清气正的方向迈进。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
神、右玉精神，勤于做事，敢于扛事，善于成事，确保各项战略
目标的实现，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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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原市娄烦县境内的汾河水库，通过持续攻坚改善生态环境，推进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山体治理等工程，筑牢了“水丰、质好、河美”的省城水
源生态屏障。 石志强 杜晓光摄

太原长风商务区夜景。 （资料图片）

建设富美山川 彰显三晋力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