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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浙江

江山：率先崛起的浙西重镇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说起浙西

地区，人们往往将经济落后一词与其

联系在一起。然而，地处浙闽赣三省交

界的江山市，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连续

11年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骄
人业绩，在浙西率先崛起。2012 年 10
月中旬，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公布了工

业强县 (市、区 )建设试点名单，在首批
的 20 个县 (市、区 )中，江山市榜上有
名。

在这份名单上不难发现，经济发

达的杭州、宁波、温州三地“抢占”了半

壁江山，其他试点县也基本都是全国

“百强县”，作为原本经济实力相对薄

弱的江山市，能被省政府优先纳入试

点范围，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努力。

在 2011 年度江山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报告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1.04 亿元，同比
增长 11.4%；财政总收入 16.03 亿元，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突破 10 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 24.1%和 24.7%；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98.48亿元，同比增长 8%；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704 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10887 元，同比分别增
长 12.7%、16.5%；全市超 10亿元企业
集团从无到有，达 3 家，超亿元企业达
56家……江山已从工业化发展初期迈
入加速发展中期，一个在浙西欠发达

地区率先崛起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初见

雏形。

工业经济是江山经济发展的强大

引擎，发展后劲在抢抓机遇中持续增

强。目前，江山已形成以主导产业（输

配电、照明电器）、特色产业（门业、消

防器材）、传统产业（建材、精细化工）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的产业

体系以及“一体两翼、一区多园”的工

业平台开发体系，使这个浙江省的老

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气象。

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技术创新

和技术改造的有机结合，使江山克服

了土地、电力、资金等要素制约，通过

抓项目、抓招商引资，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不断培育新增长点，工业经济

无论是总量还是质量，都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2011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430.8 亿元，占衢州市的 1/4。输配电
产业：以输配电、高低压开关为主打

产品，其中 220KV 大容量高等级变压
器实现批量生产，出口欧洲、东亚等

地。照明电器产业：主导产品节能灯

管年产量 5 亿支，生产能力居全国第
一。门业产业：木材年交易量达 200
多万立方米，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国产

原木集散交易中心、国内最大的人造

板生产基地，年产木门 800 多万套，占
国内木门市场的 1/4，被授予“中国木
门之都”。消防器材产业：拥有覆盖全

国的销售网络，常年有 2 万多人在外
从事产品营销，分布于除港、澳、台地

区以外的全部省（市、自治区），销售额

占全国消防市场 60%以上；建材产业：
主导产品水泥年生产能力 1200 万吨，
占全省产量 1/10，属浙江省新型干法
回转窑水泥生产基地；精细化工产业：

精细化工产品 DMF、双氧水年产量 17
万吨、16 万吨，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
全国第二，江化公司跻身中国化工 500
强，是衢州地区首家上市的地方企

业。 工业经济对 GDP 支撑作用显著
增强。

无疑，江山市的经济发展引人瞩

目。尽管如此，江山市委、市政府清楚

地认识到与省内发达县市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面对差距，江山市拿出敢与强

比、同快比、向高攀的勇气，坚持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绿色发展为主调，以

转型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工业新

城、旅游胜地、山水家园”的城市定位

和建设“幸福江山”的战略目标，解放

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努力在更

高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江山市委书记陈锦标说，被省政

府列为首批工业强县（市、区）试点之

一，既是江山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严

峻考验。抓住机遇，就能乘势而上；消

极被动，就会徘徊不前。打好新一轮经

济发展战役，关键是把江山的发展潜

力充分挖掘出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

动起来，弘扬江山精神，营造竞争优

势，才能打造好实力江山。

时间长廊里的五年，无非是轻

轻移动的五个时刻，但对江山市来

说，却是不平凡的五年，令人骄傲

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迅猛的

五年。

五年前，江山市委、市政府提

出了实现“两个百亿”目标：一是生

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二是金融存
款突破 100 亿元。如今，江山不但
实现了他们的既定目标，而且远超

这一目标：2011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201.04 亿元，城乡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 109 亿元。

五年间，江山市的综合实力不

断增强，经济规模总量在衢州各县

（市、区）排位第一。辉煌的成就，是

科学发展观在江山的最好实践，是

江山人民对不断开拓进取的“江山

精神”最好诠释。

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

一直以来，江山市的工业都以

建材、化工两个传统产业为支撑，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产业转

型升级，目前已形成以主导产业

（输配电、照明电器）、特色产业（门

业、消防器材）、传统产业（建材、精

细化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

“2+2+2+X”产业体系。2011年全市
的工业总产值较五年前翻了一番

多。

据统计，该市地区生产总值不

仅突破 2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也
突破了 5000 美元，分别是 2006 年
的 2.3倍和 2.8 倍，地方财政收入
突破 10 亿元大关，是 2006 年的
2.3 倍。经济结构在调整提升中得
到优化。三次产业比重从 14.1：
52.2：33.7 优化为 9.4：58.2：32.4，
工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

占比提高 6.7个百分点；2011 年实
现服务业增加值 64亿元，是 2006
年的 2.2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 65.2 亿元，是 2006 年的 2.2
倍；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现代

农业加快发展，新型农业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土地连片流转、农业“两

区”建设得到大力推进。发展后劲

在抢抓机遇中持续增强。

五年来，江山市累计投资亿元

以上项目 65个；随着交通条件的
显著改善，结束了江山没有高速公

路和高速铁路的历史；科技创新日

益活跃，成功创建省区域知识产权

示范市，先后产生 16 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16 个中国驰名商标，
20 个省著名商标。用于促进外向
型经济发展的财政资金达 6000 多
万元，2011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3.95亿美元，是 2006年的 7.2倍；
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4639 万美
元，是前五年的 2.6 倍，经济外向
度提高 2倍。综合实力持续在衢州
各县（市、区）保持领先。

不断完善的宜居城市

五年来，依山傍水的江山，紧

紧围绕“工业新城、旅游胜地、山水

家园”的城市定位和建设“幸福江

山”的战略目标，立足于提升城市品

位和体现城市特色，加快推进城市

化进程，江山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与江山工业经济发展一样，江山

的城市发展同样令人赞叹。按照

“旅游胜地、山水家园”的城市建设

方针，江山始终突出统筹协调第一

路径，通过抓好“一标识三化四联

创”工作，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推

广 CIS 城市品牌形象标识，实施城

市营销系统整体推进，提升城市形

象品牌；实施城市绿化提升、文化

融入和优化功能“三化”工程，城

市功能不断完善、品位加快提升。

同时，创造性开展了“中国幸福乡

村”建设，累计建成“中国幸福乡

村”45 个、五类单项村 150 个，2 万
多名农民走出深山异地脱贫，被评

为首批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

进县。

目前，江山建成区面积已由

14.2 平方公里扩大到 15.8 平方公
里，城区人口由 12.6 万人增加到
16.9 万人，城市化率达到 47豫，有
国家级森林公园 1个。建有总库容
4.7 亿立方米的白水坑、碗窑、峡口
三大水库，出境水、江山港地表水

功能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均达 100%，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 98%。贺村镇成功列入
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峡口镇列入省

级中心镇，中心城区集聚带动功能

明显增强。

同时，江山市突出以土地流转

和农房改造为重点，大力实施产业

增收、公共服务、农民素质、环境整

治、基层基础等五大提升工程，实

行“富裕、满意、文明、美丽、和谐”

等“五村联创”，农民幸福指数大幅

提升。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

93.3豫，住房保障率达 97.9豫，城乡
居民医疗参保率达 95.2豫以上，累
计发放各类救助救济资金 2.8 亿
元。社会事业长足进步，教育布局

调整深入实施，累计投入 4.5亿元
用于城乡学校软硬件设施建设，

“轻负高质”教育、职业教育等取得

明显成效；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

展，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施，

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有序推

进。

“幸福江山”的目标正在一步

步实现。

深厚独特的人文景观

江山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浙

江省旅游经济强市，旅游形象主题

为“千年古道，锦绣江山”，主要自然

和人文景观突出体现为“奇、古、特”

三个字。“奇”指奇山，有世界自然遗

产、全国丹霞第一奇峰江郎山，古代

地壳运动形成的原始生态景观、国

内罕见的磊石洞群浮盖山。“古”指

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延伸通道仙霞

古道、仙霞关、廿八都古镇、三卿口

古瓷村等。“特”指独特的区域人文，

江山历史上共出过 400 多位进士、
10多位尚书、3 位中共将军、6位院
士，是“古有尚书、今多骄子”的江南

宝地。现已形成三大特色文化：一是

清漾毛氏文化，江南毛氏发祥地、毛

泽东祖居地清漾村；二是廿八都古

镇文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全镇 1万多人口，
有 142种姓氏、13种方言，保存有 2
公里长的古街和 36幢明清古民居，
被誉为“江南古塞、寻梦之都”；三是

民国特工文化，江山籍国民党将军

65人，代表人物是“三毛一戴”(毛人
凤、毛森、毛万里，戴笠)。

穿青山，跨溪流，昔日路难行，

今日快车道。江山人以“务实、开

放、创新”的精神，迎接着新一轮的

竞争和挑战。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市、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全国双拥模范城；

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市、教育强市、卫生城市、森林城

市、园林城市、生态旅游名城、旅游经济强市、生态市。

江山市确立“幸福江山”目标

工业新城 旅游胜地 山水家园

江山市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西南门户和

钱江源头之一，东毗遂昌，南邻福建浦城，西接江西玉山、

广丰，北连衢州市常山、衢江、柯城，素有“东南锁钥、入闽

咽喉”之称。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建县，1987年撤县
设市。区域面积 2019平方公里，总人口 60.13万，下辖 12
个镇 6个乡 2个街道、295个行政村 13个社区。城区人口
16.9万，城市化率 47%，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2.64平
方米。境内森林覆盖率 68.4%，城区绿地率 41.3%，绿化率
43%，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1个。

江郎山申遗成功，实现浙江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清

漾毛氏文化村被确定为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

江山地处华东沿海地区与浙、闽、赣边界地区交通干

线的交汇点，是浙江经济西进南下的“桥头堡”和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重要组团，也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辐射

地，地理位置优越。区内交通设施、工业园区、城市建设、

城乡供水、电力、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京台（黄

衢南）高速、浙赣线铁路贯穿全境，上海、杭州两趟动车组

在江始发，建有浙西最大的铁路货运场；205国道、48省
道、46省道及县乡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公路货运周
转量达 29.5亿吨公里。市区距衢州机场 40公里，沿高速
公路到杭、沪、甬大约 3—5小时。杭长客运专线途经江山
市并设站，建成后江山至杭州 1小时可到达。

贺村镇北香樟花苑小区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来江考察廿八都古镇

江山荣誉：

江山简介：

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志愿者联盟成立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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