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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州经验之区域协调发展篇

借势谋事，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张 蕊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考察
就来到徐州市，对徐州市转型发展实践给予肯
定。

徐州市与我市有着诸多相同之处，同样是资
源枯竭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同样是依托煤炭资
源和矿山资源而兴，也同样因为资源枯竭而苦苦
探索新的转型之路。

学徐州，首先要学的就是徐州市的大气。近
年来，徐州市努力摆脱“地级市思维”、破除传
统的“苏北意识”、卸下老工业基地“包袱”，借
势谋事，以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为主抓手，
成功走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基
地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核心
提示

①

强化顶层设计 构建重大设想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必然要求。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
徐州市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开阔的胸怀和
长远的眼光，大手笔谋划建设淮海经济区
中心城市，以此引领城市转型升级。

淮海经济区这个概念于 1986 年提出。
当时，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
远老先生倡导成立淮海经济区。同年 3
月，淮海经济区首届市长专员会议在徐州
召开，宣告了淮海经济区的成立，是国内
最早成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

虽然淮海经济区成立已久，但长期以
来一直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撑。经过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争取，淮海经济区
的定位逐渐明确，地位逐渐稳固。在此期
间，徐州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牢牢抓
住淮海经济区重大机遇，强化顶层设计，
高标准编制《徐州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
设淮海经济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大设
想，于2017年6月获国务院批复，这是国
家层面首次对徐州市作为“淮海经济区中
心城市”定位予以明确认可，也是徐州市
多年努力和沉淀的结果，徐州市迎来了新
起点上的一次重大发展机遇。

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淮
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明确提出
了淮海经济区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
宿州、淮北、商丘、枣庄、济宁、临沂、
菏泽10个城市，着力提升徐州区域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淮海经济区协同发
展。

事实证明，机遇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
的。多年来，徐州市借势谋事、抢抓机
遇，在国家和省区域发展战略部署中赢得
重要位置。以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为
主抓手，徐州市还抢抓国家“一带一路”、
老工业基地振兴、长江经济带以及省“一
地一策”“1+3”功能区等战略机遇，为全
市振兴发展赢得先行一步的保障。乘着国
家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东风，徐州
市组织实施并获国家支持开展了一系列试
点示范项目，如贾汪区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鼓楼区老工业区搬迁、泉山区独立工
矿区改造以及沛县、铜山区采煤塌陷区综

合治理等，国家老工业基地振兴类四大试
点示范项目均落户徐州市。

徐州市以系统化思维进行整体谋划，
把区域经济、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科教
文化“四个中心”建设作为打造区域中心
城市的主攻方向，全面提升徐州市作为中
心城市的带动吸引力和集聚辐射力。

集聚城市要素 提升辐射带动力

每当节假日，在徐州市中心商圈的金
鹰国际广场，30%以上的 VIP 客户都是外
地客户，地下停车场50%以上的车都是外
地车。徐州市的一位同行告诉记者。

徐州市虽是地级市，却拥有排名全国
第四位的高铁线路，有超过10所高校、20万
名大学生的高等教育规模，有位居江苏省前
列的医疗资源……事实上，徐州市以其巨大
的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等优势，早已是淮
海经济区 10 个地级市居民心中的中心城
市。周边县市的人来徐州市就医、上学、做
生意、定居，成为一种自然选择。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臧
晓鹏用3个“三分之一”来概括徐州城市
功能的要素集聚。即徐州市区房屋销售外
地户籍购买者占三分之一，徐州商圈中外
地居民消费占三分之一，徐州的三级医院
中外埠就医病人占三分之一。这些数据说
明，徐州在医疗、商贸、人居等方面的吸
引力持续增强，徐州市作为淮海经济区的

“增长极”正在加速形成，辐射带动力也在
不断提升。

2017 年 9 月 15 日，由三胞集团斥资 30
亿元打造的徐州三胞国际广场开业，当天迎
来 30 万人次的客流量。这是继淮海环球
港·奥特莱斯、苏宁商务广场、云龙万达广场
和铜山万达广场之后，徐州市的第5个大型
商业综合体。更具有吸引力的是，2018 年
11月29日，淮海经济区首家门店——徐州
宜家家居商场正式开门营业，吸引了更多徐
州市和周边省市居民前来休闲购物。

据资料显示：2018年，徐州市第三产
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8.9%，第三
产业占比达49%；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102亿元，较2017年增长7.5%，总量位
居江苏全省前列、淮海经济区首位。

徐州市的医疗资源对周边居民也有巨
大的吸引力。近几年，徐州市重点解决医疗

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优和特色专科医疗资
源短缺、医疗市场细分不充分等问题，目前
拥有三级甲等医院10所、三级医院19所，位
居全省第2位、淮海经济区首位，在全国地
级市中位居前列，有效覆盖近1.2亿元人，形
成了辐射苏鲁豫皖四省、直接服务半径150
公里、覆盖1.2亿人的医疗服务圈。

徐州市的一些规划和公共基础设施也
一直朝中心城市的方向作准备。铁路网建
设方面，徐宿淮盐铁路工程加速推进，徐
连高铁预计明年年底通车；高速公路网建
设方面，徐州东部绕越高速公路、睢
（宁）台（儿庄）高速公路工程前期工作加
快推进；公共交通方面，跨省的徐萧城际
公交等投入运行，轨道交通1号线等重点
工程计划年内建成使用。随着“米”字形
枢纽的形成，徐州市将形成与相邻省会城
市1小时交通圈，覆盖1.2亿人；形成与北
京、上海、西安等国内中心城市3小时交
通圈，覆盖4亿人。

“破”“立”之间 提升产业能级

过去的徐州市，城市基础设施滞后，
工矿区遍布城区，城市面貌较差，但今天
的徐州市，变得光彩照人，区域中心城市
的地位更加稳固。

鼓楼区是徐州市最早的老工业区，20
世纪，大大小小的烟囱曾是鼓楼人的骄
傲，但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曾经
的骄傲反而成了沉重的环境包袱。一边是
城市急需提档升级，一边是企业急需转型
发展，鼓楼区政府最终选择了“舍弃”。

得益于各项政策支持，老化工企业北
方氯碱不仅在政府统一规划的新型化工工
业园区安了新家，还在搬迁的过程中实现
了升级改造，从原来的氯碱化工转型发展
成了现在的精细化工，当年就创造销售收
入10亿元。而在全市的大盘子里，像北方
氯碱这样的200多家污染企业全部退出主
城区，搬迁后的土地则为众多高附加值的
现代服务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鼓楼区和北方氯碱的转型之路，突出
了一个“破”字、发扬了一个“立”字，
正是徐州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实践。“破”即有效破除无效、低端供给。
近年来，徐州通过加大“破”的力度不断
加快“转”的速度，有效盘活土地、资金
等各类要素资源，为新动能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针对“散乱污”企业集中开展治
理，依法依规关闭或治理改造企业 13636
家。加快调整“煤炭型”用能结构和“重
化型”产业结构，累计削减煤炭消费1312
万吨、关闭化工企业198家。积极稳妥淘
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累计压减钢
铁产能243万吨、煤炭产能1062万吨。通
过持续的“破”，大幅降低能耗和排放水
平，大幅盘活资金和土地资源，为新产
业、新动能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

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徐
州市注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所谓“立”，
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着力增加有效、高
端供给。近年来，徐州市瞄准装备与智能
制造、新能源、集成电路与ICT、生物医
药和大健康等四大极具成长力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题制订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动
态更新重点企业培育库名单，加快招引领

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滚动实施一批载体
平台和产业链项目，计划到2020年四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规模，成
为支撑徐州市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一极。

在美丽的徐州国家高新区，一个看似
不起眼的厂区内，有4个由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各自成立的以保障安全生产为特色的
企业，点燃了一个新兴产业集群的星星之
火。在4位教授的引领带动下，先后有48
家安全装备企业集聚高新区，“中国安全
谷”在徐州初具规模。

徐州市有“一城一谷一区一院”等创
新平台，4 个平台实施错位发展，把淮海
科技城定位为打造创新企业和双创载体集
聚区，探索推行中关村“1+6”政策体
系，已累计进驻企业近3000家，其中世界
500强、国内百强企业16家；科技创新谷
定位为打造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区和先进技
术转化基地，去年新引进入园企业76家，
研究院所等创新服务平台累计达20个；潘
安湖科教创新区定位为学城融合、科教联
动、智慧生态的科教创新基地；徐州产业
技术研究院定位为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
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徐州市紧扣产业需求绘制“人才地
图”，2018 年，徐州市实施了加快建设淮
海经济区人才高地的意见，提出了“彭城
英才221重点人才计划”，力争到2020年，
新引进培育顶尖人才20名、领军人才200
名、双创人才1000名。去年，全市引进诺
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 10
人，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领军人才 46
人。一批享誉全国、全球的顶尖学者，比
如，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生物化学家米
歇尔，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孟
超均在徐州建立了工作站。

2018年，徐州市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近7000亿元，在淮海经济区成员城市中
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GDP总量领
先次位城市近2000亿元。

徐州市，这座百年煤城，正承载国家
和江苏省的历史使命站在新出发点上，扬
帆再起航。

徐州市转型成功的经验在哪里？
一在转观念。徐州市努力摆脱“地级
市思维”、破除传统的“苏北意识”、
卸下老工业基地“包袱”，为转型发
展拓展了思路、凝聚了共识。二在善
借势。徐州市牢牢抓住淮海经济区重
大机遇，大手笔谋划中心城市建设，
在淮海经济区战略部署中赢得重要位
置，获得转型发展的机遇。三在有抓
手。徐州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旋律，
以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为主抓
手，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成功走出
了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
基地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市为国务院批准的中原城市群
和豫晋交界地区的区域性城市，徐州
市谋划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促
进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对我
市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张 蕊

做强高等教育、做特职业
教育、做优基础教育，这是徐
州市做教育的理念。

做强高等教育，徐州市拥
有 14 所 高 校 、 20 万 名 大 学
生，中国矿业大学为淮海经济
区唯一的“211”大学。该市
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创建

“双一流”大学上苦下功夫，
积极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良好的
就业环境。据统计，去年首次
在徐办理录用备案的大学生有
1.8 万人，增长 12.6%，充分说

明了徐州市作为淮海经济区中
心城市，其吸引力在持续增
强。

做特职业教育，在培育区
域产业人才形成自身优势专长
上下功夫，徐州市拥有各类职
业（技工）院校30所，居淮海
经济区之首。该市强化产教深
度融合，设立专门政府基金 1
亿元，用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发展，加快推进“15+5+5”产
教融合重点项目建设。

做优基础教育，着力培养
一批名校长、打造一批名学
校、构建一支高素质师资队
伍，大幅度提升素质教育水平。

提升教育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张 蕊

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
府相继实施“一核五沿”、“一
地一策”、五级新型城镇体系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振兴丰
县、突破睢宁、贾汪转型等均
取得明显成效，邳州、新沂、
沛县在全国百强县排名持续进
位，各板块特色化、差异化发
展呈现出强劲动力和活力。

徐州市制定了加快全市特
色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积极构
建“8+12+10”特色产业发展
格局，即通过加快特色产业发
展，强化抓实体经济的鲜明导
向。各板块从细分领域和行业
中确定自身重点发展的特色产
业和主攻方向，做大做强1～2
个百亿元级“拳头产业”和特
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了沛县

光伏光电、邳州半导体设备、
新沂医药健康等一批特色产业
基地，进一步推动了各板块错
位发展。

建设特色小镇，最重要的
是让特色小镇成为城乡融合新
途径、乡村振兴支撑点。近年
来，徐州市重点培育创建30个
左右产业特色鲜明、体制机制
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
环 境 优 美 、 多 种 功 能 叠 加 、
宜 业 宜 居 宜 游 的 特 色 小 镇 。
贾汪区马庄村的农村经济有产
业、睢宁县沙集镇的万众创业
有活力、潘安小镇生态文明有
颜值、窑湾古镇文化传承有乡
愁……这些特色小镇一端连着
城市、一端连着乡村，既有地
域特色又有文化底蕴，既有产
业特色又有资源彰显，成为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创新发展
的重要举措。

特色板块活力迸发

⬆徐工集团机械组装生产
线。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 徐 州 市 音
乐厅广场上，市
民在晨练。

本 报 记 者
刘金元 摄

⬅徐工集团体验
厅。

本报记者 刘金
元 摄

⬆协鑫新能源馆。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