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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曲靖
全市上下进一步落实政策保障。深化
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建立健全技术、数据等新生
产要素市场机制，完善要素市场价格
异常波动调节机制。落实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政策，鼓励工业项目采取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
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土地。

同时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
入，继续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提
高“一部手机办事通”等服务平台的社
会认可度和使用率，积极尝试“一窗受
理”“一链办理”“一次不跑”等新型政
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积极推进政银企合作，逐步建立
政府搭桥、银企对接、合作多赢的机
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为产业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国家、省资金
支持，向符合规划导向的产业链建设、
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技术升级改造、骨
干企业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建设等项
目倾斜。

以工业园区为平台，积极开展产
业链招商，推动产业向园区聚集发展，
基本形成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局面。
重点打造高原特色农业、水电铝、水电
硅、不锈钢产业园和旅游产业、物流产
业。曲靖经开区生
物医药产业园、沾
益工业园区城西轻
工片区、罗平工业
园区长青生物资源
加工片区 3 个示范
区已初具规模。曲

靖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初步形成了
以康创生物、博浩生物、博欣生物、曲
靖药业、草芝灵等企业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

曲靖市把招商引资作为助推产业
升级、补齐发展短板、增添发展活力的
关键一招，围绕重点领域开展点对点
精准招商。联想佳沃、温氏集团、蒙牛
集团、华侨城、万里扬、爱琴海、西安隆
基集团等知名企业落户曲靖，入曲投
资，为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增强了发展后劲，不断推动招商引
资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曲靖市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
和优势环节，以提升产业质量和效益
为目标，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品牌建
设。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发力，坚持产
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并举，加强人才引
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的良性互动，积
极开展特色“名品”培育、“名企”培育
等工作，一批特色品牌、龙头企业、优
秀人才不断显现，进一步推动了全市
产业层次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截至
目前，曲靖市已建成 7 个国家级农业
标准化示范区，新增“三品一标”产品
认证 45 个，博浩生物科技、万兴隆生
物科技等优势企业产品市场占有份额
正逐步提高。 文雯

凤凰涅槃 腾笼换鸟

曲靖探索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曲靖探索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云南省曲靖市“十二五”后三年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5.2%，“十三
五”期间年均递增 11.94%，8 年间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9.4%。

与此对应的是，8 年间，曲靖市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递增8.8%和12.5%；化学
需氧量年均降低1.73%，二氧化硫年均降
低3.25%，氨氮年均降低2.22%，氮氧化物

年均降低 2.91%。2015 年进行考核以
来，曲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
均被省级考核为优秀。而采矿业增加
值在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在
2015 年已经降至 3.77%。

煤炭资源丰富的曲靖市已经走在
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快车道上，一场由
资源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华丽
转身正在曲靖上演。

有技术：壮大产业集群发展

曲靖市，地处珠江源头，云南、贵
州、广西三省区交界处，是滇中城市经
济圈的核心区版域，素有“滇黔锁钥”
和“云南咽喉”之称。经过近 70 年的
发展，曲靖已成长为云南省第二大经
济体和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

曲靖市紧跟时局，把好产业转型
“方向盘”。以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发展
为突破，围绕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和
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的决策部署，
坚持“两型三化”产业方向，以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建链、补链、
强链”思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特色
产业整合和生产要素集聚，提升产业
集中程度和基础配套能力，加速培育
优势突出、结构优化、体系完整、竞争
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优势资源
要素，曲靖市出台工业经济稳增长、工
业经济攻坚战、工业四大重点产业实
施意见及五年行动计划等系列重要文
件，为工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
境，规划了清晰的发展蓝图。

2018 年以来，曲靖市工业转型升
级步伐继续加快，加大传统产业存量
优化与新兴产业增量崛起并举：一是

取缔了“地条钢”152 万吨，淘汰工业
落后产能 407.7 万吨，商品房去库存
1105 万平方米；二是大力发展重点产
业，培育壮大生物资源加工、有色金属
深加工和液态金属、军民融合现代装
备制造、精细化工四大重点工业产业，
绿色水电铝、绿色水电硅、液态金属等
新兴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全市工
业转型升级的布局初具雏形，煤电化
冶产业、非煤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同时发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目前，曲靖市已经建成 1 个国家
级经开区、7 个省级工业园区、两个市
级工业园区，是云南省现代装备制造
业的重点布局地区，形成了水电铝材
一体化、水电硅材一体化、液态金属、
煤化工、不锈钢、玻璃深加工、生物资
源加工七大产业集群以及正在谋划建
设的军民融合锗产业集群。曲靖市拥
有烟草、电力、煤炭、化工、冶金、建材、
机械汽车等支柱产业，是中国西南地
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轻型卡车制造基
地、云南最大的煤化工基地和重要的
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已经建成集
电解铝—铝合金新材料—铝电化学应
用为一体的绿色水电铝产业链，并实

有特色：改造提升七大传统产业

煤炭、电力、化工、冶金、钢铁、电解
铝、烟草是曲靖市的七大传统产业，为曲
靖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是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粗放型的七大传统产业发展
效率低、污染严重，已经不适应曲靖市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2017 年，曲靖市煤炭、冶金、化工、
建材、煤电等传统支柱产业仍占到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 78.4%。曲靖市全面推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逐一制定方案、明确
措施，具体到每个产业、每个企业，做到
有的放矢、确实可行。

通过提振煤炭产业，带动焦化、钢
铁、化工等涉煤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煤、
电、化、冶等关联企业整合重组，推进电
力、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建材产业循环
耦合，实现上下游一体化发展。

2016 年，全市化解过剩产能，关闭
退 出 煤 矿 42 对 ，化 解 过 剩 产 能 757 万
吨。2017 年生产原煤 2158.96 万吨，2018
年 173 个矿井完成产能置换，落实指标
1420.66 万吨，关闭退出矿井 42 个，退出
产能 435万吨，原煤产量 1801.47万吨。

在 2020 年年底前，曲靖市将完成 64
个矿井由 21 万吨/年改造升级至 30 万

吨/年目标任务。通过实施转型升级及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市内现有煤矿矿井
281对，核定生产能力 3187 万吨/年。

大力建设绿色矿山。一是清退矿山
地 质 环 境 治 理 恢 复 保 证 金 74672.94 万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总完成率达
100%。二是已有 551 个矿山建立基金
41874.894 万元，建立基金矿山比例达到
72.5%。三是 2018 年已实施新增矿山恢
复治理面积 180.27 公顷；2019 年新增矿
山治理面积 508 公顷，其中新增历史遗
留矿山治理面积 323.3659 公顷。四是开
展长江经济带露天矿山修复工作，共两
个图斑，修复面积 4.39 公顷，目前正在开
展规划设计招投标工作。

2004 年以来，曲靖市把积极培育壮
大接续替代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核心，
加快构筑多元化产业格局。

一是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烟叶、万
寿菊、魔芋种植基地，西南地区最大的马
铃薯、油菜种植加工基地，云南省最大的
生猪养殖基地、蚕桑种植加工基地，拥有
1 个国家级、81 个省级、260 个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成 11 个国家级、5 个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有保障：激活产业升级“一池水”

现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生态环境保护
指标在全国成为行业“领跑者”。

曲靖市打造以麒沾马地区为核心的
创新驱动引领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重大技术改造、智能制造、服
务型制造四大工程，发展新产业，培育新
业态，加快构建开放型、创新型和高端
化、信息化、绿色化制造体系。

目 前 ，曲 靖 市 工 业 四 大 重 点 产 业
2019 年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达到了 24.9%，基本形成了以绿色水电
铝、绿色水电硅、不锈钢产业、生物资源
加工为主的新兴优势产业集群，构建了
曲靖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在农业领域，曲靖市推动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调优产品产业结
构，培育壮大更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大宗农
产品优质化、小众农产品适度规模化、特
色农产品高端精品化为方向，加快推进

“一县一业、一乡（镇）一特、一村一品”发
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
链，彰显产业特色，提升产业层次，加快
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服务业领域，坚持包容审慎机制，
加速培育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生物经
济、创意经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积极
打造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医养结合发展
的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形成覆盖全市、辐
射区域、特色突出、均衡布局、惠及民生
的“1+4+5+N”的四级商业中心体系。

二是逐步形成了以能源、化工、烟
草、冶金、汽车及机械、建材、生物资源
开发等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发展成为
西南地区重要的能源、化工、轻型汽车
和绿色食品加工制造基地。

三是推动医养结合健康发展，围

绕发展高端医疗服务、生物医药、康
养、康体旅游、智慧健康等 5 个领域，
构建“医、药、养、游、网”五位一体的大
健康产业体系，打造曲靖养老品牌，建
设具有曲靖特色的养老产业集聚区和
产业链。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通讯员王从帅

江苏省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把
抓好县区局领导班子这一关键少数作为
突破点和发力点，通过教育引导腾出一
批、轮岗交流转任一批、优化结构盘活一
批，切实解决超编超职数、县区局班子结
构老化等问题，进一步理顺生态环境系统
垂管后干部管理体制，不断优化驻县区局
班子成员结构。

在垂管改革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规定实施交汇期，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
党组主动耐心解读相关政策，广泛开展谈
心交心和党性教育活动，让各级各类干部
了解干部使用导向，明确努力方向，一批
符合条件的干部主动向组织申请退出原
有职务。其中，有效化解了 5 名超职副科

级干部，退出职务后转为相应职级、享受
副科待遇。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干部交流工作的意见》

（苏环党组〔2020〕24 号），连云港市生态
环境局借助垂管改革契机，全面打通派驻
县区局之间、市县（区）局之间、行政机关
与参公单位之间人员互调通道，出台了

《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公务员转任方案
（试行）》，全面推行轮岗交流机制，实现干
部资源优化配置，超配职数合理消化，多
项交流互补历练。

通过轮岗交流，实现连云港全市 10
个派驻县区局局长（负责人）、6 个执法局
局长（负责人）、4 个监测站站长全部异地
交流（选拔）任职。同时，消化超职数配备
科级干部 6 名，其中两名副局长从超职数

的县区局轮岗交流到职数空缺的县区局，
1 名正科级、2 名副科级公务员交流到参
公单位任职，1 名年轻优秀的副局长交流
到市生态环境局任副处长。

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坚持“能上能
下 ”用 人 导 向 ，通 过“不 适 者 汰、优 秀 者
进 ”，进 一 步 优 化 驻 县 区 局 班 子 结 构 ，
带 动 激 发 干 部 队 伍 整 体 活 力 。 在 干 部

“ 能 下 ”方 面 ，认 真 研 究 档 案 专 核 中 发
现 的 4 名 应 退 未 退 干 部 实 际情况，通过
一对一政策宣讲，4 名干部已完成退休手
续办理。同时，因身体不能适应工作岗
位、距离退休不足 5 年的两名副局长，主
动提出退出职位。

在干部“能上”方面，作为垂管人事冻
结 4 年后驻县区局首次选配，依据相关规
定和职数空缺情况，对超职务职数配备的

1 名正科职（党组书记）和 1 名副局长（二
级主任科员）晋升为一级主任科员，对 1
名 85 后优秀女干部选拔任用为驻县区局
副局长。

截至目前，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共
消化派驻县区局正科级干部 2 名、副科级
干部 11 名，各驻县区局异地任职领导班
子成员数均大于 50%，领导班子平均年龄
也从 49.8 岁下降到 48.3 岁，逐步形成年龄
优化、结构合理、能力互补的县区局领导
班子结构新局面。

教育引导腾出一批 轮岗交流转任一批 优化结构盘活一批

连云港优化驻县区局班子结构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陈
思佳邢台报道 河北省邢台市日
前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第十九
次专题工作例会。会议强调，要
咬定既定目标，认真精准落实，刚
性兑现奖惩，坚决打赢秋冬季大
气污染治理百日攻坚战，确保实
现 PM2.5 平均浓度年内“退倒十”
目标。邢台市委书记钱三雄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
晓宇就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
百日攻坚战提出了要求。

会议要求，要对标对表，精准
落实。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工作推
进过程中，绝不能走过场、搞形
式，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细致地
抓好裸露地表处置、烟花爆竹禁
放、秸秆禁烧等工作，进一步加大
超标车治理力度，切实发挥好驻
厂监督员和联网监督作用，一条
一条落实好邢台市委、市政府各

项部署和要求，以精准落实保证
治理效果。

会议强调，要严肃纪律，刚性
奖惩，刚性兑现，刚性问责。邢台
市大气办要拿出铁腕手段，对出
现问题的责任部门及时提出问责
意见。市纪委监委、组织部门和
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要成
立专项小组，加大对大气污染治
理有关问题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力
度。市人大、政协机关和新闻媒
体要加大监督力度，进一步把大
气 污 染 治 理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找
出来。

针对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治
理百日攻坚战，会议要求，必须在

“严”字上下功夫，在“快”字上见
行动。要做好“准”字文章，精准
治理、靶向施策，更好地发挥政
策、资金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方
面的作用。

本报记者蒋朝晖玉溪报道
云南省玉溪市杞麓湖保护治理工
作专题会议近日召开。会议强
调，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确保各
项保护治理措施落实到位，彻底
扭转被动局面，坚决打赢打好杞
麓湖保护治理攻坚战。

玉溪市委书记王力在会上强
调，要强化调查研究，用调研成果
指导保护治理，用数据分析支撑
科学治湖。扎实推进畜禽粪便防
控措施，严格执行畜禽规模养殖
禁养区划定方案，开展全流域畜
禽养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粪污
入湖，加快相关工程项目实施，彻
底截住生活污水，强化面源污染
防治，坚决控住污染源头。周密
组织、动真碰硬、重拳治乱、铁腕
执法，在严控取水、倡导节水、科
学补水上下狠功夫、硬功夫、实功
夫，科学合理实施生态补水。加

快规划项目实施、确保“十三五”
规划项目全面完工投运，充分发
挥效益。严格执行河（湖）长派单
制，统筹入湖河道生态治理，克期
实现河道脱劣。

王力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要求，全面压实责任、全
力加压攻坚。各级各部门要结合
工作职责，对照杞麓湖保护攻坚
战实施方案和“十三五”规划，针对
各自领域出现的问题找漏洞、查不
足、补短板，强化责任落实，明确完
成时限，加快工作落实；要把监督
执纪问责的鲜明导向亮出来，从
严查处不学习、不研究、不推动落
实等严重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贯彻执行的行为，和不作为、慢作
为、延误发展等严重损害党的执
政根基的问题，督查问责倒逼整
改任务完成。

邢台市委书记市长调度大气治理工作

咬定既定目标 刚性兑现奖惩

玉溪科学治湖确保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彻底扭转杞麓湖保护治理被动局面

本报讯 北京市门头沟最后
一家国有煤矿——大台煤矿关停
工作近日通过验收，这标志着门头
沟彻底告别了上千年的采煤史，北
京市全面进入“无煤矿”时代。

近年来，按照疏解非首都功
能要求，门头沟区承担起生态涵养
区的新定位功能，从资源开采型产
业彻底退出，大小煤矿纷纷停产。

长期的矿山开采导致山体岩
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近年
来，针对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环
境破坏问题，门头沟区开展了水
土流失治理等工作，不断加大对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力度，
恢复高山植被。

“通过坡面整治工程与高次
团粒喷播技术相结合，将原来岩
体裸露的荒山改造成生长灌木和

乔木的林地，能够有效改善因采
矿造成的裸露矿山、植被破坏等
问题。”北京市规划国土委门头沟
分局王凯介绍，在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工作中，难度最大的是
裸露岩壁的治理工作。

为了探索解决裸露岩壁治理
的最佳方案，门头沟试点对龙泉
镇麦子峪、妙峰山镇水峪嘴等废
弃矿山进行治理。试点治理采用
挂网喷附工艺，工人把特定的水
泥、营养土和绿植种子等按一定
比例混合成植被混凝土，经过加
压喷播到岩壁上。覆盖岩壁之
后，利用滴灌、喷灌设施进行浇
水，让混凝土中的绿植种子破土
而出，形成绿色植被，从而达到保
留水土、减少扬尘、改善空气质量
的目的。 夏莉

门头沟大台煤矿关停工作通过验收

北京全面进入“无煤矿”时代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区 200 万平方米清洁供暖项目电网配套工程日前进入最后的设备安装调
试阶段，确保供暖季安全正常供暖。临泽县清洁能源供暖供电工程采用电加热及储热方式供热，满足县
城 200万平方米建筑供暖，每年可节约煤炭万吨以上。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