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70
年来，太原市充分认识到，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指明的“四条路径”，积极
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山西省委
确定的“示范区”“排头兵”“新高
地”三大目标，坚定不移走创新
转型发展之路。

在正确处理“老饭碗”和
“新饭碗”的关系上，太原市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
端迈进。其中，实施工业强市
战略，瞄准先进装备制造、新材
料合成加工、信息技术三大方
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
展新兴产业。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发展势头强劲，清徐开发
区扩区成功获批。2018年太原
第二产业增加值、工业投资分
别同比增长 10.3%、53.1%。着
眼提升服务业质量水平，积极
推动现代物流、会展经济、商业
综合体等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发
展，2018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8%，现代服务业集聚
态势初步形成。

以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为契机，太原市
制定出台了《关于科技创新推

动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
实施意见》及配套政策，设立10
亿元科技创新资金和 10 亿元
人才发展资金，支持科研院所、
高校和企业融通创新，扶持高
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10年前我刚进厂的时候，

核心技术是国外的。转型发展
重塑了太锅，现在可以自豪地
说，我们厂所用的先进技术专
利全是自家的。我理解的时代
新人，就是要当创新驱动的领
跑者。”太原锅炉集团设计五处
员工刘记兰说。

从 2018 年 5 月起，太原市
按月发布“时代新人榜”，使更
多普通人站上“C位”，为太原创
新转型发展注入活力。

“开展‘担复兴大任 做时
代新人’主题活动，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动员全市人民谱
写文明开放富裕美丽太原新篇
章的具体行动。”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书记罗清宇表示，

“新时代奋斗者之城”正成为龙
城太原的城市新名片。

建设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城

市，必须实施城市“双修”战略，
加强城市设计，增强城市功能，
传承历史文脉，做好山水文章，
走以质取胜的路子。

太 原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
失误是最大的浪费”的教诲，加
强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建设，在
全省率先实施“五规合一”，力
争使城市空间更加合理、要素
配置更加科学、文化特质更加
彰显。

提升城市品质，基础建设
只是第一步，文明才是最亮的
城市底色。

截至 2018年底，22项新建
改造公园项目陆续完工，典雅
的园林景致、满目的绿树花影，
市民们扶老携幼怡然自得。在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故宫
文物大展、老物件展、书画展、
读书活动、文化沙龙精彩纷呈，
市民们徜徉其间，分享城市发
展和文明创建的成果。

让 平 凡 的 力 量 点 亮 一 座
城，奋斗的力量激励一座城。
龙城太原，正以全新的姿态向
世人展开新的风采，迎接各地
的人们来这里品历史、品文化、
品品这座城。

吕梁：“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攻坚战
吕梁是革命老区，红军东征

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
委机关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
吕梁人民发扬吕梁精神，大干社
会主义事业，工农业生产和人民
生 活 水 平 取 得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化。

然而，由于沟壑纵横、土地贫
瘠，吕梁广大地区始终处于贫困
边缘，千里山区生态环境极差。
如何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让吕
梁山区绿色发展？成为吕梁人民
70年来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

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吕梁市委
市政府提出了“一个战场打赢脱
贫攻坚和生态治理两场攻坚战”
的战略，以“大干苦干科学干，
3年绿化吕梁山”的大思路，以
国家和省级林业重点工程为抓
手，大力实施吕梁山生态系统修
复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整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和经济林提质
增 效 工 程 。 据 2017 年 公 布 的

《山西省生态气象监测评估分析
报告》显示，吕梁市生态质量改

善全省第一。
在 2018 年全国脱贫攻坚表

彰大会上，吕梁获得“全国脱贫攻
坚奖组织创新奖”，成为全国林业
系统和山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
位。生态林增绿，经济林增收。
植树造林，不仅让曾经贫瘠的吕
梁山见了绿，也让脱贫攻坚的步
伐全面加快。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吕梁
围绕荒山增绿、群众增收两条主
线，创造了购买式造林、合作社造
林等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同
时，联动实施退耕还林奖补、造林
绿化投工、森林管护就业、经济林
提质增效和特色林产业综合增收
等生态脱贫“五大项目”，为贫困
地区群众创造了一条农民增收、
大地增绿的新路子。2018 年实
现 5 个贫困县摘帽、12.7 万人减
贫的年度目标。

“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
高度负责的态度，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真正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梁市委书
记李正印说。近年来，吕梁以生

态创建为笔，用心用力绘就色彩
斑斓的精彩画卷；以改革之力，创
新推进着生态文明建设。把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生活、
生态全过程，以此进一步激活脱
贫攻坚、经济转型、加快发展的内
生动力。

数据显示，3年来，吕梁市完
成营造林合格面积 317.79 万亩，
在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中，完成
退耕还林 209.13 万亩。通过实
施经济林提质增效，完成红枣、核
桃、沙棘标准化综合管理示范基
地建设 138.48 万亩。创新造林
绿化机制，建立扶贫攻坚造林专
业 合 作 社 1301 个 ，吸 纳 社 员
28141 人，其中贫困社员 20592
人。吸收全市森林管护员 8071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管护员
6619人。实现7.6万贫困人口脱
贫，带动100余万人增收。同时，
生态环境也逐步得到改善，每年
平均降水量增加 81.8 毫米，流入
黄河泥沙量减少 700 万吨，生态
建设正在成为吕梁对外开放的一
张亮丽“名片”。

太原：提升城市品质 擦亮文明底色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不忘“装备民族工业”初心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太重），是新中国
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重型
机械制造企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太
重秉承初心、不负重托，为我
国冶金、矿山、能源、交通、海
工、航天等多个领域研发制造
出大批关系民生的装备，创造
了450多项中国和世界第一。

1950年，中央决定投资
7.5 亿斤小米（折合人民币
6075 万元），在太原市汾河
西岸，自行设计建造这个“装
备工厂”的工厂。由此，新中
国第一座重型机械厂诞生。
党和国家赋予了它“装备民
族工业”的初衷和期望，太重
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共和国
工业的长子”。

不忘“装备民族工业”初
心，太重多年来致力于自主
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
来的，必须坚定高质量发展
信念，以此倒逼装备制造业
转型升级。”太重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创民说。

由于风电装备技术引进
受限、投资过大、研发时间
长，2008 年冬天，太重扛起
了自主研发 1.5MW 风电整
机装备的大旗。

2009年，太重集团技术
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首成领衔
研发团队立下“军令状”。一
年内，清一色的“土专家”们
创造了 1.5MW 风电整机装
备当年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并网发电的奇迹。
太重人追逐创新的步伐

愈 行 愈 疾 —— 累 计 生 产
6000余台起重设备，成为全
球大型起重机制造业绩最多
的企业；矿山挖掘设备独占
鳌头，其中 WK—75 型矿用
挖掘机是世界上规格最大、
技术性能最先进、生产能力
最高的采矿挖掘机，改写了
世界大型挖掘机制造的历
史 ；研 发 的 世 界 最 大 功 率
3000 千瓦电牵引采煤机综
采设备，以其先进技术推动
了我国向煤矿工作面无人采
煤迈出了重要一步；我国 4
个卫星发射中心中矗立的
11 座发射塔架中，有 10 座
出自太重……

顺应时代新要求，太重
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道
路，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在世界舞台上叫响

“中国创造”。
太重生产的轨道交通轮

轴、冶金铸造起重机、大型挖
掘机等产品，已远销到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围绕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市场，
太重新增设了东南亚、中亚、
西亚三个区域性海外公司，
形成较完善的国际化设计研
发和营销服务网络。

目前，太重正在加快研
发体系、营销网络、服务网
络、制造体系、管理水平5个
方面的国际化进程，促进全
方位与国际接轨。

大同煤矿集团：

改革不停歇 创新不止步
1949年8月30日，大同

煤矿集团的前身，大同矿务
局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大
同煤矿集团经历了全面复
产、快速攀升、徘徊求进、调
整重组和改革发展等重要历
史阶段，企业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国内亿吨级动力煤大集团之
一，大同煤矿集团成为集煤
炭、电力、煤化工、金融、文
旅、物流6大产业为主导的特
大型国有现代化能源集团。

截至2018年，大同煤矿
集团资产总额达3503亿元，
销售收入1766亿元，煤炭产
量达 1.37 亿吨，电力装机容
量达1708.5万千瓦。

回顾历史，成就辉煌。
1952年，大同矿务局永定庄
矿6号井试用苏制顿巴斯－1
型康拜因采煤机采煤，第一次
使落煤和装煤实现机械化，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煤炭
行业使用的第一代采煤机。

1961 年，大同矿务局迎
来第二次创业高潮。“二五”
期间，大同矿务局完成了 4
对新井建设，对 2 座矿井进
行全面改造，总设计能力达
到 541 万吨。期间，利用原
有设备积极革新改造，推动
了 采 煤 机 械 化 的 发 展 。
1965年，大同矿务局第一台
国产浅截式联合采煤机组投
入试产，标志着大同矿务局

机械化采煤技术开始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当年实现
生产原煤940万吨。

1966 年到 1975 年，大
同矿务局先后对矿井进行扩
建改建，同时起步上马综采
设备，使采煤机械化水平向
前迈进一大步，过渡到了全
机械化采煤的新阶段。

1979 年，大同矿务局煤
炭产量迅速攀升至 2400 万
吨 ，位 居 全 国 煤 炭 行 业
榜首。

伴随国民经济大发展，
大同矿务局不断改革创新。
2000年，摒弃计划经济的工
厂制，改制成立大同煤矿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由计划经
济工厂制正式转变为了盈亏
自负的公司制。此后 10 余
年中，又相继进行一系列改
革探索：在全省率先实施资
源枯竭矿井关闭、破产；内部
资产和人员重组；引入其他
股东，实行债转股，由国有独
资公司向股权多元化转变。

2006年，大同煤业成功
上市，实现了主业整体上市、
辅业整体改制；2012年同煤
集团兼并重组上市公司漳泽
电力，成为山西省最大的电
力企业。

按照规划，到“十三五”
时期末，煤炭先进产能占比
将提升至80%以上。在未来
2至3年内，新动能将成为同
煤集团转型发展的主引擎。

新优势 新动力 新形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存瑞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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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太原南中环桥是连接太原南

部汾河两岸的重要通道。 邓继新摄

图② 太重制造的海上 5MW 风电

机组。 （资料图片）

图③ 太重自主设计生产的矿用挖

掘机。 （资料图片）

图④ 山西临县东山环城绿化带。

薛建平摄

编者按 70年来，山西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发展变化可谓翻天

覆地，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均大幅提高，产业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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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山西开启了新的经济转型发展历程，坚定扛起党中央赋

予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历史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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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内陆地区

改革开放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的三大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目标，，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转型开路先锋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转型开路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