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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朔城区坚持生态优先战

略，重点推进“一山一园一河”的治理，努

力做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这篇大文章，

全力打造生态朔州样板，城市形象得到

大幅提升。“一山”即城西有 40万亩的

西山生态区；“一园”即城郊有 3300亩

的金沙植物园；“一河”即城南 4000亩

的恢河水系。朔城区委书记郭连厚要求

要“坚持不懈地推进西山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原先的西山是荒山秃岭，沙田薄

地，常年风沙不断，林草覆盖率仅

11.5%。从 2007年开始治理，整个治理区

位于朔州市区西部，南北长 50公里，东

西宽 10公里，规划治理面积 40万亩，

其中 20万亩为林草混交治理区，20 万

亩为城郊型森林公园，概算投资 10亿

元。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 35万亩，工

程区的林草覆盖率达到了 58%，在城西

形成一道绿色屏障。西山生态区属丘陵

坡区，缺水十分严重。为解决西山生态

区供水，确保林木有效成活，提升整个

治理区的品质，朔城区从 2011年开始

实施了西山生态区调水工程。工程从恢

河水库四期调水，建蓄水量 12万方的

玉泉湖、蓄水量 8万方的双照湖和蓄水

量 30万方的雁家湖。雁家山水系工程

是西山生态区水系工程的主体组成部

分，是西山生态区五期工程的中心，总面

积 1500亩，设计水面面积 300亩，景观

绿化面积 1200亩，总投资 6000万元。恢

河水不仅引上了西山生态区，也引入了

金沙植物园。金沙植物园位于朔州市区

西南部，距市区约 1公里，占地 4000亩，

是一座全省规模最大、植物群落最丰富、

最具特色的城市公园。一期工程 2600亩

已竣工，二期工程 1400 亩，投资 3.5 亿

元，修建景观山和人工湖，栽植各类乔灌

木 40万株，将建设成为集科研展示、苗

圃生产、生态保育、科普教育、景观游憩

等五维一体的多功能植物园地。西山生

态工程以其规模宏大成为市区遮挡风

沙的绿色屏障，而金沙植物园又以其植

物珍贵多样、设计精美别致成为人们休

闲的好去处。恢河则为这座塞外美丽城

市增添了不少灵动的色彩。恢河市区段

总治理长度 12公里，前四期工程已全部

竣工运行。一、二、三期工程模式为城市

公园式，右岸为泄洪槽，中间为景观蓄水

区，左岸为生态景观区；四期工程模式为

湿地公园式，两岸为生态景观小品区，中

间为景观蓄水与泄洪结合区，水面生态

生物和景观小品区混然一起，形成自然

湿地公园。五期正在建设，六期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整个工程完工后将在城

南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同时，朔城区

全面拓展造林绿化空间，完成了 20多条

城市主干道的高标准化绿化，新建了 15

个街心广场，建设了 150个大型花坛，并

按照“宜草则草、宜木则木，宜花栽花”的

思路，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3.6万平方米，

人均绿地面积由过去不足 2平方米扩大

到 10.6平方米，居全国领先水平。市区

范围形成 20平方公里水面，空气湿度提

高了 10%左右，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

天数由过去的 280 天提高到 300 天以

上。全区生态治理总面积达到 130万亩，

林草覆盖率达到 45%，实现了城市园林

化、郊区森林化、道路绿荫化，庭院花果

化。经过不懈的努力，朔城区的天更蓝

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空气更清新

了、环境更优美了，一座绿色的山水新

城正在崛起。国家领导人 8月 27日视

察朔城区的西山生态工程后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朔城区的生态治理工程不仅

是生态工程，更是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发展工程。

群众利益无小事。事关百姓生活的民生建设一直以来都

是朔城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委区政府下力气解决群

众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

累计投入 12亿元，全面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

事业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城乡群众幸福指数和社会

和谐程度不断增强。

教育乃民生之本。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

现有的学校已无法满足学生的就学需求。为此，朔城区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加强十大教育集团的创建管理。近几年，先后建

成了城区一中敬德校区、八中、九小、迎宾路小学等一批新学

校，对二中、三中、四中、五中、二小、五小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

改扩建。“让农村孩子读上书、使城乡学子站在同一起跑线”，

这是朔城区委、区政府一诺千金的民生承诺。朔城区对 24所

农村学校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建起了寄宿制学校。大大地解

决了学生的上学难、上学远的问题。同时，朔城区创新办学理

念，建立起十大教育集团，强校、弱校联手，强校帮助弱校，有

效地解决了城乡学校和强弱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问题，进一

步优化了教育资源。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的同时，朔城

区不断抓好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原职业中学因旧校址校舍陈

旧、交通不便等原因，已不适应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2010年

区委、区政府决定选址新建。新建的朔城区职业中学，区一中

敬德校区附近，总投资 1.5亿元，总占地面积 117.8亩，总建筑

面积 66750 平方米。学校设有 60个教学班和实训室，可满足

4000人入学就读、培训。建成后，将打造成为服务于经济建设

和就业培训的高水平现代化学校。

医疗卫生是群众关心的又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近几年，

朔城区不断加快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新农

合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加快公立医院改

革等工作，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较快的发展。群众基本实现

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重病不出县，真正达到病有所医、

医有所保，让群众真切享受到医疗卫生改革的成果。面对日益

紧张的接诊压力，朔城区新建了城区一、二医院和中医院住院

楼，完成了 24所乡镇卫生院的标准化建设，乡镇卫生院房屋

总面积达到 27960 平方米，完成 45 个空白村的建设、改造任

务，全区 301个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改建任务，三级医疗网络建

设基本实现。村卫生室已全部配备了药柜、体重秤、诊断床、出

诊箱等医疗设备，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此外，朔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99.3%，各

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120 元提高到 200

元。同时，朔城区从天津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名牌院

校招聘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充实人民医院医师队伍，全面提高

医疗水平。

朔城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投资 300万元，在张辽路物

流园区建设了一个商贸就业孵化基地；沙塄河乡农贸就业孵

化基地正在积极筹建。同时，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参保

人数和基金征缴同比递增 15%以上。北旺庄敬老院和新光荣

院已正式投入使用。到目前，全区各类参保人数达到 29万人，

基金滚存结余达到 2.8 亿元，并做到了足额发放，应保尽保。

同时，朔城区推进了 43个高标准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创新了

社会管理新模式，成为全省 13个试点区县之一，实施了农村

“新五个全覆盖”工程，强化了社会保障力度，城乡群众幸福指

数和社会和谐程度不断增强。

薛剑飞董小磊 本报记者 王启明

朔城区倾力打造塞外最美丽城市

朔城区的转型跨越发展随着岁

月的更替，踏上了新起点。全区上下

齐心协力，努力朝着转型跨越发展示

范区和先导区的方向迈进。不懈的努

力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朔城区连续三

年在全省 119 个县区综合考评中位

居首位；连续两年在全市目标责任中

被评为优秀县区；先后荣获全省和谐

社会建设先进区、全国、全省粮食生

产先进县（区）、全省十大文化强区、

全省设施蔬菜建设先进区、全省农机

化工作先进区、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标

准化建设先进区、全省林业建设先进

区、山西省园林城市等十多项殊荣。

荣誉记载着朔城区转型跨越发展的

建设成效，也在激励着朔城区为打造

塞外环境最优、发展最快、实力最优

的美丽城区而努力奋斗。

转型发展的主线是经济结构的转

型，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是产业结

构的调整。朔城区作为煤炭大区，这样

的一种区情，决定了在一定时期、一定

程度上，这里的发展要依靠煤，但绝不

能仅仅依赖煤。为此，区委、区政府确

立了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思路，围绕

壮大支柱产业、培植新型产业、发展循

环产业三个主攻方向，以园区建设为

平台，以项目引进为引擎，把提升传统

产业作为重要选择，把做强新兴产业

作为转型支点，把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根本大计，把做大做强现代服务

业作为战略重点，优化产业结构，全力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传统煤炭产业，朔城区

一方面引进中煤、同煤、省煤运三大集

团，将原有的 20座煤矿整合为 9座，在

全省率先完成了煤炭资源整合工作，

煤炭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资源开采

利用率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发展与煤

关联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发

展煤矸石发电，粉煤灰制砖、粉煤灰提

取氧化铝、白炭黑等煤炭下游产业。山

西葫芦堂选煤厂位于东坡循环工业园

区内，是朔城区做大做强传统产业的

标杆项目之一。该选煤厂洗选工艺采

用业内最先进的动力煤生产流程，原

煤及产品采用封闭式溢流煤储煤场储

存，新建快速定量装车系统，两小时便

可完成万吨列车装车，装备能力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已逐步形成煤

炭生产—洗选—煤矸石发电—粉煤灰

综合利用产业链条。

为充分发挥项目的积聚、带动效

应，打造一流的现代化工业园区，朔城

区今年规划建设了富甲、东坡马营堡、

神头建材固废、梵王寺煤炭等四大循

环工业园区，并依托能博会、广洽会、

晋商大会等商贸洽谈活动，积极引进

大项目、好项目。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

导主动深入项目攻坚，园区建设等主

战场上狠抓落实。目前，已新上马中煤

平朔 20 万吨粉煤灰综合利用、子午线

轮胎、三元碳素二期改造、易荣热虹吸

管、太阳能电池组件等 50 多个项目，

总投资 580 亿元，进一步优化了产业

结构，增强了发展后劲，为全区的转型

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引擎。目前，富甲

循环工业园区已入驻企业 22 家，已投

产、开工、落地及签约项目 26 个，总投

资 205亿元，总占地 4300多亩。据该园

区负责人介绍，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

实现产值 362亿元，利税 80亿元，安排

7500多人就业。2013年，东坡煤电循环

工业园区首先从环境整治入手，对所

有厂区进行美化、绿化、亮化、硬化，3

个洗煤厂实行全封闭管理，并投资

3600 万元对园区主干道进行重新规

划，高标准建设，努力打造生态化、全

循环现代工业园区。在园区项目的选

择上，朔城区以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

展为主线，以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为前提，针对大集团定向叩门

招商，重点推进 20多个转型项目和标

杆项目，这些项目初步形成互相结合，

左右支撑，关联配套、循环发展的格

局。

朔城区作为市府所在地，发展现

代服务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

来，朔城区积极创优环境，吸引一批服

务业项目落户城区，努力打造以豪德贸

易广场和居然之家为龙头的现代服务

业，打造晋西北物流中心和现代物流园

区。总投资 120亿元，引进北京亿城和

杭州绿城 2个高端地产项目；建设平朔

物流园区、北京华联国际城市综合体、

上海红星美凯龙和准池铁路物流园区

等 4个现代物流项目；开工建设金沙国

际大酒店和投资 5亿元、建面筑积 25

万平方米的豪德仓储中心及投资 6.8

亿元、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即将开

工建设的居然之家仓储中心等 3 个其

它服务业项目，进一步发展壮大现代服

务业体系。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48%提高到 55%，有力地助推

全区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朔城区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区，实

现农业的转型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不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农民

的口袋鼓起来。近年来，朔城区以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实施“一

村一品，一县一业”工程，全力推进传

统农业、设施蔬菜、规模养殖三项建

设，全区粮食生产连续 8 年稳定增长，

成为全省三个全国先进县区，受到国

务院重点表彰。全区蔬菜大棚发展到

1.6 万个，设施蔬菜面积达到 3.1 万

亩，成为全省设施蔬菜建设 20 强。规

模养殖园区达到 100 个，畜牧业总体

发展水平名列全省前茅。农业科学化

水平显著提升，农民增收渠道得以拓

宽。

城市面貌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城

市建设要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朔城区

秉承这一城市建设目标，大刀阔斧地

进行城市建设改造，实施“南延、西拓、

中改”战略，着力打造城中古城文脉、

城西园林生态、城南湿地水系三张城

市名片。朔城区摆脱以往“规划跟着建

设走”的城市建设诟病，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质量施工，高标准管理。以优质

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立足中等城市

规模，大城市标准，勾勒现代城市发展

蓝图。近年来，投资 520 多亿元，铺开

了 120多项重点工程，先后对 36个片

区 50 多个点的棚户区进行了拆迁改

造，拆迁 460 万平方米，新建面积 755

万平方米，建成了保障性住房和安置

小区 16个，动迁安置 3.6万户、9万多

人，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全省棚户区改

造试点县区之一。目前，朔城区城市中

心区面积已由原来的 20 多平方公里

发展到现在的 70 多平方公里，形成老

区和新区建设同步协调的好局面。

朔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城市路

网建设，为城市经济发展“疏通经络”，

促进中心城区“南延、西拓”。向西完成

了古北街西延线、森林大道、金沙路、

怡西路、怡东路等五条道路，向南对张

辽路恢河北岸至南环路段和恢河大桥

进行拓宽改造，城市中心区面积由原

来的 20 多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 70

多平方公里。在西部 25平方公里的新

区里，医院、公园、学校、保障性住房等

民生工程陆续建设。完善的设施、宜居

的环境，吸引了豪德、居然之家、中煤

总部基地、准池基地、北京亿城、华联

国际、杭州绿城、杭州自由港、上海红

星美凯龙、沃尔玛等 60 多家项目落户

新区。目前，新区落户项目投资达 605

亿元，成为全市最大的高端服务、现代

物流集聚地。

老城建成时间久，环境、设施亟待

改善。“中改”就是要对以老城为中心

的 5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集中改造。老

城始建于秦代，重修于元末明初，是全

省现存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城之一。

老城改造工程占地 1 平方公里，总投

资 38亿元，其中政府投资 15亿元，企

业投资 23亿元，拆迁 70万平方米，新

建 52万平方米，涉及 8000多户 2万多

人，全部动迁安置。工程坚持保护性改

造的基本理念，整体布局不变、建筑风

格不变。工程分两期实施，目前一期建

设工程已全面铺开，拆迁已完成总任

务的 80%，整个改造工程预计 2014年

全部完成。2009年荣获“中国城市化进

程十大影响力工程”称号。工程全部完

成后，老城将成为一座动力之城、生活

之城、魅力之城。

城市建设好了，管理也要同步推

进。朔城区加大城市建设管理力度。投

资 360 多万元，在开发路、鄯阳街的绿

化带安装防护网 18000 多米、在建设

路新建花池 38 个，同时硬化人行道

2800 平方米，对平朔一级路 7.5 公里

的防撞墙、隔离墩进行维修，维修神电

路马路牙 2700 多米。投资 200 多万

元，维修更换辖区内各街道路灯 2000

多盏，新增检查接线井 90 多个。对主

干道卷闸、广告牌匾进行统一色调、清

洗亮化，主次干道架空光缆入地，城市

清扫保洁面积扩大到 148 万多平方

米。

培植新兴产业，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高标准建设，老区新区同步推进

生态优先，打造最宜居环境

碧水荡漾的金沙植物园人工湖

奶牛养殖基地

东坡煤电循环工业园区

保障性住房迎宾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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