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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山东济宁市任城区的采煤沉陷区

二期治理工程现场，任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创新示范项目总工程师邵红旗正在查看钻

机对沉陷区勘探情况。邵红旗说：“这些钻

机采用钻孔数字全息成像技术，这就好像对

地下沉陷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一次‘胃肠镜

检查’，有助于对采空区进行精准的定向钻孔

注浆。”

钻机旁边，两架大型粉碎装置发出隆隆

巨响。“这叫固体废料粗破系统和细破系统，

通过这两个系统，我们把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制成不同浓度的再生充填料浆，再由自主开

发的智能注浆控制系统，通过钻机实施高效

精准的定向钻孔注浆。”邵红旗说。

任城区因采煤造成土地沉陷区已近 10.9

万亩，在城市近郊形成的 3.5 万亩条带采煤沉

陷 区 ，严 重 制 约 着 济 宁 城 市 的 发 展 空 间 。

2019 年 1 月，任城区政府与中煤科工集团签

订项目创新开发合作协议；山东任城融鑫发

展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煤科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三方

签订合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中煤科工鑫融科技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主导

参与（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建设和生

态修复工程。2020 年 12 月，任城区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项目（一期）采空区治理工程顺利

通过验收。

“城市地下的‘伤口’终于可以‘愈合’

了。这些区域开发后将进一步拓展城区发展

空间。”任城区煤炭局副局长万军华说。

不久前，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太平镇太平

国家湿地公园，不时有各种水鸟低飞掠过；湖

岸之上，绿树成林，栈桥廊道迂回，成为济宁

市民的网红打卡地。目前，太平国家湿地公

园生长着高等维管植物 400 种，栖息着脊椎

动物 215 种、国家Ⅱ级保护珍稀鸟类 15 种。

以前的“生态疮疤”已成为融生态保护、科普

教育、湿地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客厅”。

曾经“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的济宁

市，紧紧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牛鼻子”，奋力推

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全力建设全国资源

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

治理致富相协同

“塌陷地治理不再单一采用传统的‘挖深

垫浅’治理模式，通过边坡修整、生态重建，沉

陷区生态环境逐渐持续向好。目前区域内湿

地面积占比达到 42.75%。”邹城太平国家湿

地公园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黄鑫说。

邹城因煤而兴，土地却因煤而“伤”。近

半个世纪的采煤史，留下了 357 平方公里的

太平采煤区。为修复大片塌陷地，邹城太平

镇实施以采煤塌陷地治理、地质灾害搬迁、生

态产业发展为核心的“绿心”工程，建成了总

面积超过 1000 公顷的湿地公园。

在太平湿地清澈的池塘里，可见一只只

生机勃勃的河蚌。池塘养河蚌，能收获珍珠，

通过建立稳定的纯生态食物链系统和有机营

养物排出系统，最终可以实现塌陷水域的水

质净化。“靶向珍珠养殖”项目一期实现年销

售收入 3368 万元，净利润率 58.1%；生态旅游

的发展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周边村民发

展农业、养殖业增收致富。

“疗伤”有良方，邹城针对采煤塌陷形成

的特殊区域，打造生态经济产品，近 10 万亩采

煤塌陷地实现年经济效益 20 多亿元。截至去

年底，济宁累计投入资金 42.3 亿元，治理稳沉

采煤塌陷地 39.33 万亩，其中，历史遗留塌陷

地 10.55万亩，治理率分别达 82.1%、83.7%。

产业结构正重塑

建立国家级流量试验中心和产学研基

地，不断攻克特殊大型阀类“卡脖子”难题，开

发智能调节新产品，昔日的枯竭煤矿变身高

端精密智能制造产业园。2010 年底，开采了

40 年的济宁落陵煤矿因资源枯竭关井，济宁

在此规划建设了精密制造产业园，目前已引

进 13 个项目，年收入由 2010 年关井时的几千

万元增加到现在近 10 亿元。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济宁面临着“两个

30%、两个 70%”的发展症结，即煤炭产业增加

值占工业的 30%左右，煤炭税收占地方税收

的 30%左右，传统产业占工业的比重在 70%

左右，重化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在 70%左右。

济宁产业结构偏“黑”偏重。近年来，济宁围

绕高端装备、高端化工、生物医药等优势传统

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前不久，山推集团推出全球首款 5G 远程

遥控推土机，能在千里之外实施无间断实景

实时作业。这是济宁通过数字赋能加速制造

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山推工程机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侯衍华

直言，这得益于济宁市牵头建设的山东重工

研究院，也与市里推出的创新政策引导密切

相关。“济宁市每年拿出 1 亿元，用 3 年时间，

以山推集团为牵引，支持集群内上下游 180

多家企业开展协同产业链技改，促进产业集

群整体升级。”侯衍华说。

产业技术研究院、诺贝尔奖获得者工作

站、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持续聚集的

科技、人才等核心创新要素，为济宁的传统产

业插上腾飞翅膀。2020 年，济宁高新技术企

业已达 614 家，3 年翻了近一番。

济宁市工信局局长刘刚说，2020 年，济

宁市制造业技改投资完成 790 亿元，制造业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3%。

加快形成新引擎

在济宁高新区瑞城宇航高导热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现场，世界第四条、国内

第一条高性能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航天级生

产线正高效运转，比头发丝还细的黑色丝线

将应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轨道交通、电子

信息等尖端科技领域。

摆脱“煤炭依赖症”，在培育新兴产业方

面，济宁市组织实施《“四新”经济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精心打造“十六条工作线”，推动新

兴产业加速崛起、扩容倍增。华为大数据、辰

欣药业、瑞城宇航、晶导微电子等一批新兴项

目起步高端化，成为新引擎。兖州工业园电

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产业园、梁山经济开发区、

邹城经济开发区成功入选省级数字经济园

区。近 3 年，济宁争取落实新产品新技术类

省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 882 项，7 项关键共性

技术纳入《山东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

点项目》，13 个企业产品入选 2020 年山东创

新工业产品目录。

与 2017 年相比，去年，济宁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39.8%，3 年提

高 8.93 个百分点；而“四新”经济占比 23.3%，

3 年提高 8 个百分点。“如今，济宁的经济结构

发生系统重塑，济宁在探索资源型城市新旧

动能转换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济宁市发改

委副主任周媛说。

从广西百色靖西市区出发，沿着银百高速行

驶 40 分钟即可抵达龙邦口岸。这里层峦叠嶂，

龙邦口岸物流园区被群山环抱着。根据边境疫

情管控需要，龙邦口岸正按新的模式井然有序地

运转。

在口岸物流园区的边民互市结算大厅内，来

自龙邦镇界邦村的互市贸易代理员张秋丽一边紧

张忙碌地核对货物清单，一边等待越南货车的到

来。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她就一直在做

这份工作。“我每天一早就来，等越南货车走了才

回去。我代表界邦村 400 多人来进行交易，今天

交易货值超过 30 万元。”张秋丽说。

万生隆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副总裁熊红明说：

“ 以 前 每 天 一 早 ，几 千 人 在 大 厅 里 排 上 长 长 的

队。现在实行代理制，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村里的

合作社，不仅降低了聚集风险，交易效率也极大

提高。”

在一般贸易方面，记者看到，所有进出口岸的

大卡车车门上都贴上了封条，接受喷淋消毒后通

关。在整个运输装卸环节，所有驾驶人员都不允

许下车，实现闭环管理下的无接触运输。

龙邦口岸是百色唯一的国家一类口岸，是桂

西、滇东、黔南通往越南及东南亚各国的便捷陆路

通道之一。今年 5 月 3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龙邦口

岸扩大开放为国际性口岸并扩大开放那西通道，

极大提高了口岸通关能力和承载能力。

“升格为国际性口岸为龙邦口岸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靖西是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先

行引领区，我们有责任把跨（边）境经济合作区、综

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好，大力发展农产品和

新鲜海产品落地加工、保税物流、新能源、跨境电

商、文化旅游等产业，打造外向型产业集群，把龙

邦口岸打造成重点开发开放引领区的龙头。”靖西

市代市长华东说。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龙邦

口岸地缘优势更加明显，在发展对外贸易中的

战略地位更加突出。然而，由于龙邦口岸在广

西开发开放起步相对较晚，薄弱的基础设施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流物流需求。为更好地服

务对外开放，实现兴边富民，龙邦口岸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势在必行。

“十三五”期间，崇靖和龙靖高速相继建成通

车，崇靖高速至岳圩口岸开工建设，靖西境内高速

公路总里程达到 150 公里，基本形成了以铁路、高

速公路为骨架、二级公路为支撑、乡村道路为网络

的交通发展格局，“通边达海，连内接外”的立体交

通体系基本形成。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龙

邦口岸的区位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来。

2012 年，靖西引进投资近 20 亿元的龙邦万生

隆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一期项目，集成边贸互市区、

一般贸易区、仓储、加工产业园等多功能，是广西

边境一次性投资量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商贸物流

综合体。同时，加快推进保税物流园、武平落地加

工园、湖润高新区等规划建设。

随着龙邦口岸升格为国际性口岸和扩大开

放，龙邦口岸形成了“一口岸两通道”的发展格

局。那西通道为货物进出口通道，旅检通道国门

楼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规划

建设的国门广场、国门小镇也正加快建设。在此

基础上，全面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一单多

车”模式提升了通关效率，口岸提效降费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

站在口岸一棵百年荔枝树下，可以俯瞰龙

邦口岸，各式的货车、林立的仓库、平坦的柏油

路、蓝天白云与奇峰峻岭尽收眼底。据说，昔日

边民徒步前往越南交易，返程时看到了这棵荔

枝树，就意味着要到家了。如今，这棵荔枝树屹

立在口岸高处，见证着边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

活，见证了“一带一路”建设下边境的繁荣发展，

见证着昔日边陲之地正立于开放发展的潮头，

活力无限。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口岸兴边富民的作用得

到不断发挥。目前，通过备案的边民人数达 1.5 万

人、边民合作社 22 个，年均参与互市贸易达 30.2

万人次，互市贸易额达到 45 亿元。”华东说。

因受疫情影响，越南大量工厂停工，龙邦口岸

现在每天贸易量约 300 万元。对此，华东认为，一

方面建立边境疫情防控互市机制，尽可能减少疫

情影响，使中越边境贸易得以正常开展；另一方面

也要放眼未来，蓄势待发。

“在广西‘南向、北连、东融、西合’开发开放格

局中，龙邦口岸要重点发挥好‘南向’和‘北连’两

个重要节点作用，‘南向’就是当好对接东盟的重

要节点，‘北连’就是抓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重大机遇，对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区实现通道对

接、产业对接、资源对接、人才对接。”华东说。

群山环抱的龙邦口岸群山环抱的龙邦口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龙邦口岸成西南边陲新通道
本报记者 童 政 实习生 朱煜颖

地下“伤口”愈合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南方干部确实不一样！”在北

方地区，经常可以听到当地干部群

众对来自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干

部如此评价。那么，“南方来的干

部”到底有啥不一样？

东西部、南北方在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距，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直接表现。近年来，干部

交流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

措施之一。比如，在东西部扶贫协

作中，帮扶双方选派优秀干部挂职，

广泛开展人才交流，促进观念互通、

思路互动、技术互学、作风互鉴。在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

合作中，逐步形成常态化干部交流

和人才培训机制。

在政策机制推动下，近些年大

量来自南方和东部发达省份的干部

北上西行，与当地干部密切配合各

展所长，共同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发达地区干部所表现出来的，

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达”。来自南

方的干部带给北方和中西部地区最

大的红利，就是工作理念、工作作

风、工作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直接

体现在营商环境、开放格局、产业升

级等领域的优化完善上。正如很多

北方干部评价所言，南方干部敢想

敢干、能干会干。

敢想，体现在思想魄力上，善于

对新环境、新趋势、新理念准确把

握，从而谋划新的发展路径和项目；

敢干，体现在执行力上，能够勇于担当，冲破阻力；能干，体

现在工作作风上，以高效务实的理念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会干，体现在工作方法上，善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条条框

框束缚，解决一些难题、堵点。

近些年，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出的“亩均效

益论英雄”等理念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学习推广，特别是在

产学研结合、人才引进聚集、项目运作方式、干事创业效能

评价等方面的创新，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随

着南方干部的北上西行，这些先进理念、优秀模式也逐渐在

北方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推广。

此外，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干部

跨省交流任职、挂职，为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带来了不少可

见、可及的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和资金项目。如何将这些新

资源变现为地方发展的新动力，还需要交流干部、本土干部

和投资主体、企业家等各方共同努力。

如果把一名发达地区的交流干部比作一粒种子，那么区

域内的整体环境则是一片土壤。种子长成植物，可以改良土

壤；反之，土壤的持续改良，也能促进种子更加茁壮成长。只

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形成区域内的优良发展生态。

干部交流促观念变革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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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邹城太平塌陷地治理山东济宁邹城太平塌陷地治理““靶向珍珠养殖靶向珍珠养殖””项目项目。。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8 月 29 日，在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二丫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户王玉根在采摘葡萄。近年

来，句容市依托丁庄葡萄合作联社，重点打造葡萄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据介绍，丁庄村 2020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4.15 万余元。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山东济宁综合治理采煤沉陷区——

黑色矿区实现绿色蝶变
本报记者 王金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