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编辑/刘国民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64888-2041 maoyibao1@163.com

●山西视野

专题·山西

编者按：7 月 7 日至 9 日，以“未来能源，绿色山西”为主题的 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山西活动周将在世博园中国国家馆举办，展览展
示、宣传推介、交流合作等相关配套活动从7月1日延续至7月11日。

在这一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上，一个勠力转型
综改、创新驱动，彰显开放气魄和发展活力的美好山西，将在世界
舞台上精彩亮相。山西将重点宣传推介能源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
举措和先进能源技术成果、先进能源装备制造水平、能源发展巨大
商机，同时积极宣传推介山西良好的营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塑造“绿色山西”美好形象。

水生万物，地发千祥，这是一方
灵动的热土；表里山河，土厚水深，
这里有“华夏之根”的美誉。

这里是山西，在中国，在华北，
在太行山和黄河水栖息驻足的地
方。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煤
炭大省，以及中国第一个全省域、全
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山西彰显出发展的活力
和开放的魄力，在阿斯塔纳，在世界
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上精彩亮相。

山西是一块藏金蕴银的风水宝

地。全省总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
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1/60，煤炭储
量却占到了1/5，支撑着全国1/4的
煤炭需求。除了煤，山西的铝土矿
储量占全中国的 1/3，金属镁储量
占全中国的 35％，金、银、铜、铁、
锰、硅等储量均居中国前列。山西
还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
风能、太阳能与地热能。

山西不仅地下全是宝，地上的
宝也多不胜数、美不胜收。山西地
上文物量全国第一，现存宋代、辽代
及之前的地面建筑，占全国总量的

72％以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1 处，占全国总数的 11.5％，雄居
全中国第一，被誉为中华文明的“主
题 公 园 ”和“ 历 史 建 筑 艺 术 博 物
馆”。“人说山西好风光”，壶口瀑布
彰显母亲河黄河雄浑磅礴之美，佛
教名山五台山堪称“清凉世界”。山
西省坐拥雄关山色、黄土风情，汾水
风韵，异彩纷呈。

盛夏时节，绿染三晋；生机盎
然，希望无限。6 月 21 日至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
调，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
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
的重大课题。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的重大任务。山西要用好这
一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
制约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
矛盾和问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创新驱

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真
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
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发展新路如何走？横下一条
心，争当排头兵。去年以来，山西省
委、省政府将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一
系列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改革方
案相继出台。

经济转型方面，成立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开辟产业转型主战场；
开发区建设方面，用全新的体制机
制增强活力；国企国资方面，发布山
西国企国资改革“1+3”指导意见，为
山西国企改革加油提速；人才战略
方面，实施一流的人才政策，为转型
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产业政策方面，
启动旅游景区景点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优化
方面，实施“九大专项行动”，抓住“四
个结合”，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改革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
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2017 年，山西省经济处于步入
合理区间的重要节点，处于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的发力阶段，正在进一
步全面走向“大治”，以优异成绩喜
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骆惠宁指出，要认真落实习总
书记关于扎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指示精神，真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
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一要坚定提升经济转型发展思想自
觉。旗帜鲜明引领转型，综合施策
推动转型，提高标准倒逼转型，创优
环境保障转型，实现转型综改试验
区的“再出发”。二要继续抓好经济
转型发展重点举措。把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
的主线，把煤炭去产能作为主要任
务，全面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三

要深入破解经济转型发展重大问
题，加快形成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
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认真贯彻习
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战略思想，
使山西实现从“煤老大”到“全国能
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深
化国企国资改革，抓紧制定配套政
策并认真实施。深化转型综改试验
区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全省的战略
牵引作用，加快先行先试，努力探出
新路子。深入挖掘弘扬山西重商文
化传统和“晋商精神”，扩大对内对
外开放，进一步积聚经济转型发展
的内力和外力。

振兴崛起前程可期，转型发展
正当其时。山西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全面小康、振兴崛起的蓝图徐徐
铺开。在可预见的未来，山西一定
会在太行黄河之间，浴火重生，凤凰
涅槃，再建诗意的栖居之所、和谐的
守望之地，向世界宾客展示出绿色
山西的美好画卷。

转型发展正当时 振兴崛起新山西

资源型经济地区如何转型发
展，不仅是世界性的棘手难题，也
是我国不少省份面临的严峻挑战，
更是煤炭大省山西一道绕不开的
坎。官方数据显示，2016 年，山西
省煤炭经济仍占工业经济总量的
46.8%；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占到
工业经济总量的 74%。

在此背景下，山西新一届省委、
省政府明确了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
的发展战略和根本抓手。省委书记
骆惠宁在中共山西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上强调，以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牵引经济转型升级。省长楼阳
生在山西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大
会上指出，要适应转型综改的紧迫
需要，把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为
战略突破口来抓。

以改革谋转型，用转型促改革，
这是山西凤凰涅槃的历史抉择。

转型对山西而言，就是从煤炭
型经济转出来。在经历了“因煤而
兴、因煤而困”的变数之后，面对未
来能源发展趋势，山西确定了走“黑
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
展”的革命兴煤之路，坚持以能源革
命支撑绿色低碳发展，大力推进能
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
体制革命和开放合作。秉承“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山西正在大力推进国家新型综
合能源基地、京津冀清洁能源供应
基地和全球低碳创新基地建设，能
源革命一刻不停。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山西指明的一条
金光大道。深化转型综改试验是党
中央、国务院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以太
原都市区规划为依据，由太原、晋中
两市8个园区整合而成，并向南、向
北建立扩展区，总规划面积约 600
平方公里。自去年11月4日启动筹

建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实
施方案，对示范区进行全面顶层
设计；省人大常委会授予示范区
部分省级和市级行政、经济管理
权限；省政府明确了示范区核心
创新政策措施 20 条。示范区管
委会对标先进案例，出台26项政
策制度，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
一流营商环境。

横跨太原、晋中两市的三晋
腹地，倾力开辟转型综改主战
场，仅仅 5 个多月，从启动筹建
到党工委、管委会揭牌运行，再
到首批项目开工，山西转型综改
示范区创造了只争朝夕、倍道而
进的“示范区速度”：太原都市区
600 平方公里的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组建完成，4 月底 100 平方
公里的起步区开工建设，首批投
资千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正在落地⋯⋯

示范区首要是做好产业示
范。示范区将重点在先进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健康
医药、现代建材等领域建设一批
专业化产业园区；在大数据、新能
源汽车、高端煤机装备、高速铁路
装备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集群；
在薄膜太阳能产品、电子产品、石
墨烯产品、碳化硅产品等前沿新
能源、新装备、新材料领域布局一
批大项目，形成创新引领、配套齐
全、集群化发展、占据产业链高端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体系。

深化转型综改试验是国家赋
予山西的重大使命和历史机遇，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为深化转
型综改而来，为开发区二次创新
创业而来，为开辟治晋理政新境
界而来。山西将站在时代的高度
创新体制、机制，打好先行先试的
金字招牌。

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
界经济步入低增长、低贸易、低投
资、低利率的“四低”谷底，但是，文
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
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
多层次全方位拓展。从国内形势
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
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
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调整，经济
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
的增长点。

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如何定
位优势，如何明确使命，如何实现山
西经济在拐点处的振兴崛起？中共
山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
出，山西是欠发达省份，面临小康决
胜期、脱贫攻坚期、转型关键期、发
展 爬 坡 期 、形 象 改 善 期“ 五 期 叠
加”。山西经济正处于一个重大历
史拐点，到了发展动力深度转换、经
济结构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无论是
煤炭产业，还是整体经济都需要在
转型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016 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课题“实现山西振兴崛起的
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显示，山西经
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应始终遵循经
济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历史拐点、准
确把握五大新比较优势。

一要充分挖掘山西的制度优
势。创造必要的、以往未被重视或
尚不具备的制度优势，通过提升经
济环境和制造差异竞争推动技术和
商业创新，是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
亟待探索和大胆践行的重中之重。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全省域综合改革
试验区，山西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制
度红利。

二要充分挖掘山西的地理优
势。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如果说“出口”的地理优
势在沿海地区、“投资”的地理优势
在经济发达地区，那么“消费”的地
理优势就在山西这样的内陆地区。
在未来的大消费时代，山西应紧紧
抓住难得的区位优势，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努力成为全国消费领域的
生力军和主战场。

三要充分挖掘山西的文化优
势 。 山 西 是 少 有 的 一 个 延 续 了
5000 年人类文明的省份，无论是炎
帝农耕文化、尧舜德孝文化、关公忠
义文化等所代表的传统文明，还是
能吏廉政文化、晋商诚信文化代表
的现代管理和金融产业文化，甚或
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代表的革命文
化，山西都拥有十足的文化自信。

四要充分挖掘山西的民生优
势。山西人民肯于吃苦，加之晋商
文化的浸润，山西人对商业文明中
的团队精神、契约精神、股份制、托
管运营、金融创新等有着天然的亲
和力和执行力。

五要充分挖掘山西的资源优
势。山西蕴藏的丰富资源依然是先
进制造业特别是工业 4.0 的坚实基
础。山西矿产资源丰富，素有“煤铁
之乡”之称，发现矿产105种。山西
的旅游资源丰富，宋代以前的地上
古建筑约占全国总数的70％。

处于重大历史拐点，用好、用
足、用活经济发展优势，山西必将成

长为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源型经济
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长为
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和
信息产业基地，成长为国家新型综
合能源基地，成长为世界煤基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基地，成长为中西部
现代物流中心，成长为富有特色和
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

共走丝绸之路，共促合作共赢，
山西省挥毫泼墨，书写开放大文
章。山西省正把全面扩大开放、发
展开放型经济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
的关键突破口，牢牢把握“一带一
路”战略机遇，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积极深化中原经济区合作，深
入推进沿黄经济带协作，大力支持
企业“走出去”。

山西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组，负责推进国际产
能合作。山西省陆续出台《关于促
进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的指
导意见》《山西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工作实施方案》《山西省
推进煤焦国际产能合作实施细则》，
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引导。

与此同时，山西省汇总企业、金
融机构、行业协会等方面信息，建立
了国际产能合作动态项目库。天利
集团在毛里求斯1万吨纺织加工项
目、中能绿洲在哈萨克斯坦年产 60
万吨钢厂项目、中信焦化在津巴布

韦年产30万吨焦化项目、山西华运
能 源 与 美 锦 能 源 在 蒙 古 国 的
3000MW 坑口电厂建设项目、晋非
合作区建设等被列入国家推进国际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3年行动方案
重点项目。

截至5月中旬，全省共有160家
企业申请备案245个境外投资企业，
实际投资21亿美元，分布在美国、加
拿大、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60多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矿产、装备制
造、房地产、农业、医药5大领域。

如今，借着世博会“花”落阿斯
塔纳的契机，山西将发挥区位、产业
优势，利用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优势，
助推山西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
国家投资能源矿产，打造资源深加
工工业园，引导企业建立境外资源
开发和加工基地、技术研发和装备
制造基地等。

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是扩大
对外经贸、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尤
其是加强以能源为主题的国际产能
合作，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

国际平台。山西省重点参与2017年
阿斯塔纳世博会并举办山西活动周
是山西省能源产业、装备制造业“走
出去”，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建立合作渠道，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的一次重要契机，对展示山西省能
源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展
现山西省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和绚丽

的旅游风光，开展多领域对外交流
与合作，实施“千企百展”行动，构建
山西对外开放新格局，塑造绿色山
西美好形象，实现山西振兴崛起都
有重要意义。

沿着丝绸之路，高擎对外开放
大旗“名片”，绿色山西将奏响世界
主题交响乐。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
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素有“中
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
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目前，
山西正围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
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富有
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这一
中心任务，努力把山西建成中国
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晋山晋水风光游

山西自然旅游环境以山地为
主体，名山遍及全境。省内名山
有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佛
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道教
胜地北武当山，植被葱郁的五老
峰，以及岩溶地貌发育较好的太
行山等。

有山有水好风光。绵亘万里
的黄河在老牛湾几度徘徊，“敲
开”山西的大门急转南下，流经 4
市 18县（市），冲刷出最适宜农耕
文化发生发展的“黄河金三角”。

这些名山大川不仅滋养了世
世代代山西人，更是犹如一幅幅
美不胜收的画卷。

华夏之源人文游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几千年
来，勤劳智慧的山西人民，创造了
博大精深、特色鲜明、光耀千秋的
灿烂文化。

通过西侯度、匼河等重要考
古遗址，领略文明源头的震撼；透
过尧舜文化、关帝文化和大槐树

文化，品味华夏血脉的传承——山
西根祖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山西就
越有底气，越有力量。

通过闻名遐迩的平遥古城、晋
商大院展示晋商的辉煌；透过一间
间店铺、一座座票号、一本本字据等
实物遗存展示诚信的魅力——明清
以来，驰骋欧亚的晋商举商贸之大
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
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创造了亘古
未有的世纪繁荣。

通过充满沧桑的边关、长城，
见证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风云；
透过享誉世界的云冈石窟、五台
山等圣地，体悟博大而深邃的佛
学文化——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
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
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
化的大熔炉。

五千年时光的浸淫，成就了山
西特有的民俗文化，“文物大省”

“戏曲摇篮”“民歌海洋”等美称誉
满华夏。

美食佳艺畅快游

到了山西自然少不了品尝晋
菜。以山西为发源地的晋菜，以咸
香为主，甜酸为辅，擅长爆、炒、熘、
煨、烧、烩、扒、蒸等多种烹饪技法。
过油肉、太原头脑、太谷饼、上党腊
驴肉、稷山麻花、羊杂粉汤、“十大
碗”、和子饭⋯⋯若要尽数山西地方
特色美食，非要厚厚一本菜单不可。

美食饱腹之余，欣赏山西别具
一格的民间技艺再好不过。古老的
黄河文化铸就了动人心魄的民间艺
术。山西锣鼓以粗犷、剽悍、雄奇、
自然的地域特色，表现了黄河儿女
纯朴、率直、激昂、豪迈的情怀，因而
被誉为“中国第一鼓”。晋剧旋律婉
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对
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自己的独特风格，是山西省
的代表性剧种。山西的剪纸在民间
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生辰、婚嫁、丧
葬、喜庆节日和日常生活，不仅写实
生动，而且艺术想象力极为丰富。

历代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山西人
民，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形成了
独特的风土民情。

丝路放歌走出去 开放共赢焕活力

表里山河望锦绣
璀璨文化增自豪

综改示范主战场
创新驱动大平台

●山西气魄

●山西魅力

浴火重生擎伟业 梧桐栽下引凤凰
●山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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