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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为能源大省，是我国唯

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

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是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

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十四

五”时期，山西将勇敢担起责任与使

命，沿着这条金光大道坚定地走下

去，不反复、不折腾，久久为功，奋发

有为，势必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迈

出更大步伐。

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

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

也是实现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要

素。2009 年 5 月，习近平来山西调

研时就提出这项改革课题，之后持

续关注并推动综改区发展。2020

年 5 月 在 山 西 考 察 期 间 ，习 近 平

总书记再次提出了“在转型发展上

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指示要求，

为山西发展再次明确方向，极大增

强了全省上下将转型综合改革进行

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不当煤老大，争当全国能源革

命排头兵”是山西向世界发出的能

源转型的决心宣言。近年来，山西

把握世界能源发展潮流，立足山西

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在能源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煤炭清洁低碳高效

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能源重点领

域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和

探索。以能源革命为引领，用非常

之力，下恒久之功，加快推进国家新

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能源产业结

构不断调整优化，山西正以绿色、低

碳、多元、高效、智能为方向的新一轮能源变革的脚步

铿锵向前。

开局即冲刺，奋斗正当时。发扬“太行精神”“吕梁

精神”“右玉精神”的三晋人民，正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撸起袖子加油干，势必书写山西转型发展新篇章，以优

异的成绩庆祝建党百年。

5月 1日，太原市再添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正式开通的滨河自行车道宛

如两条红色丝带，镶嵌在汾河两岸，吸

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全长 75

公里的滨河自行车道完善了太原市的

骑行网络，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能

耗和碳排放量，有助于打造出“一泓碧水

穿城过，河畔彩带映春色”的汾河美景。

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太原市一

体推进全域治山、系统治水、强力治气、综

合治城。围绕水质好起来，太原市统筹推进

“五水同治”，建成区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

处理、黑臭水体全面消除，汾河太原段国考断

面全部退出劣Ⅴ类。围绕水量丰起来，太原市

大力实施“五策丰水”，2019 年以来调水 4.7 亿

立方米，保障了汾河太原段基本生态流量。围

绕风光美起来，太原市正在推进的晋阳湖二期

工程，投资 56.7 亿元，努力打造“山湖一体、河湖连

通、山水烟云意境”；启动了 10公里的汾河治理四期

工程，汾河景区将延伸至 43 公里，“一湖点睛、一水

中分、九河环绕”的水韵龙城格局正在形成。

作为省会城市，太原围绕建设“示范区”“排头

兵”“新高地”三大目标，聚焦转型升级，强化综合配

套，做好先行先试，不断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坚持试点先行，勇于攻坚克

难，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的引领之路。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太原地区生产总值（GDP）为 1002.66 亿

元，增长 13.8%，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基

础不断加强。其中，“新动能”发展势头良好，太原一

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0%，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8.7%。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环境美起来

了！如今的太原，黑山、污水、脏空气成为历史，取而

代之的是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常驻，新兴产业正

在替代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锦绣太原城”盛景

可期。

近年来，晋中市以转型综改、晋中国家农

高区（山西农谷）、能源革命综合改革三块“金

字招牌”为牵引，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推

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十三五”期

间，晋中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7.5%，工业投资中非煤

产业占比超过 85%；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年均增长 26%，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245 家，数量翻了

三番。

擦亮转型综改示范区“金字招

牌”。晋中市以综改示范区晋中开

发区为龙头，不断推进“1+10”联合体

深度融合、错位发展，成为全市转型发

展的主战场主引擎。以新能源汽车、功能

食品、新材料、现代物流等为主的 8 个百亿元级以上新兴产业已经实现

了集群化、高端化发展，预计到2025年总产值将超过1200亿元。在晋中

市山西智创城 NO.4中，运营方公司副总经理林本飞说，已经有约 2万平

方米的创新创业基地投入运营，50 多个孵化项目签约入驻，“希望这里

能成为人才建设新高地，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擦亮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2020 年，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

谷）围绕山西省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总投资 159亿元的 33个

重点项目建设卓有成效。山西农谷管委会主任李成海告诉记者，我们去

年实现了“农谷夯基成势、农高区架梁立柱”，固定资产投资、新建产业项

目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等主要指标增幅达两位数以上，年产值突破了

100亿元，“我们将力争打造成引领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

擦亮能源革命综合改革“金字招牌”。晋中市以绿色、低碳、多元、高

效、智能为方向，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非常规天然气高质量发展、提

升清洁电力发展水平、增强新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绿色能源消费体

系、加快科技能力创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当代共产党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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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百度云计算百度云计算 （（阳泉阳泉）） 中心中心，，

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

（（阳泉市委宣传部供图阳泉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图②② 太原市内迎泽公园风光太原市内迎泽公园风光。。

贺子毅贺子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晋中国家农高区晋中国家农高区 （（山西农山西农

谷谷）） 产品中心展示的能爬山越岭的产品中心展示的能爬山越岭的““山山

地王拖拉机地王拖拉机””。。

陈金花陈金花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③③

①①

②②

“十三五”时期，山西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

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推动了党领

导的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依靠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山西牢牢扛起高质量转型升级历史责任，经济

建设在爬坡过坎中提质增效，转型在夯基垒台中

积厚成势。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三晋人民声音铿

锵有力，“久久为功、绵绵用力，以‘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气魄，努力实现‘十四五’转型出

雏形、‘十五五’基本实现转型、‘十六五’全面实现转型

的宏伟目标”。

从“一煤独大”到“八柱擎天”

在国内煤炭行业的“版图”上，山西举足轻重。在

这个煤炭大省、能源大省，省属煤炭企业发挥着巨大作

用。然而，经历数次调整改革的山西省属煤炭企业，量

大却势弱，一直存在着产业趋同、各自为政、大而不强

等问题。

“兴于煤，困于煤”，唯有改革才能破局！山西省委

书记楼阳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纵深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为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添活

力、增动力。

山西发起的新一轮国企专业化战略重组力度空

前：“腾笼换鸟”、“进退留转保”、“六定”改革、打造能源

产业“双航母”……数据显示，此次涉改资产 2.6 万亿

元，占省属企业资产总额的 79%；涉

改 一 级 企 业 20

户，占改革前省属企业户数的 71%；涉改人员 86万人，

占省属企业在岗职工人数的 91%；产业涵盖焦煤、动力

煤、钢铁、化工、信创、新材料、水务等14个领域。

“山西国企重组不是简单的‘归大类’和‘拉郎配’，

而是要朝着‘专业化重组、市场化整合、板块化经营’的

方向推进，也是在为大而不强、同质化严重破局。”山西

省财经大学教授陈霞告诉记者。

“推动新一轮省属国资国企布局优化战略重组基

本收官，集中实施了 14 大板块改革重组，真正实现了

山西国资由‘一煤独大’向‘八柱擎天’的历史性转变。”

山西省国资运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保民表示，下

一步山西将重点在降本挖潜、提质增效上发力，切实增

强企业竞争力。通过改革，山西国企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正在不断提升。

厚植生态就是厚植未来

作为矿业资源大省，山西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突

出，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势在必行。为此，山西省于

2019 年成立生态环保领域专业化国企——山西大地

环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其为代表，山西近年来实

施了一个又一个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点示范工

程，让一座座黑色矿山旧貌换新颜，变成了秀美山川。

“我们将聚合公司土地整治、固废处置、矿山修复

领域的优势资源，确立‘板块联动、整体实施’的运营理

念，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我省‘两

山七河一流域’治理，谋划一批有牵引力影响力的大项

目。”山西大地环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屈忠让告诉记者，今年，大地控股新中标汾河中上游

山水林田湖草项目等 18个生态修复工程，合同金额 21

亿元；新开工项目 15个，自开工以来抢时抢工、保质保

量地加快推进，多数已基本完成主体

工程；完工项目6个，进入养护期。

“山西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落实生产者延

伸责任，强化企业治理利用工

业 固 废 主 体 责 任 。 加 大 朔

州、长治、晋城国家级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基地试点示范建设，发挥基地建设创新引

领作用，加大传统产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绿色

改造力度，促进绿色新型产业发展。”山西省工信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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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繁就简优化软环境

“现在开办网络公司，可以先拿营业执照，再办理

其他手续，节省了大量时间，让企业尽快进入发展轨

道。”拿到营业执照的山西龙鑫网络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飞告诉记者，在山西办事方便了，投资便捷了，效

率也大大提高了。

近年来，山西以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为主线，以全

面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为牵引，大力推动政

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全

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软环境保障。

数字政府建设是山西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政务信息化标志性项目。目前，已初步

建立一局（山西省政务信息管理局）、一公司（以山西云

时代技术有限公司为主组建的数字政府建设运营公

司）、一中心（数字政府服务中心）的省级政务信息管理

运营架构。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五级全

覆盖，省级85.7%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从今年5月1日起，《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

正式施行。今后，通过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审批部门

专司审批职责，行业主管部门把更多精力放在监管上，

补齐了过去重审批轻监管、以审代管的监管短板，构建

起了审批与监管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分离的高效审批

监管模式。

未来已来，远方不远。山西将突出创新核心地位，加

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

放蹚新路动力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

设美丽山西，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为全国转型发展贡献山西样板，彰显三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