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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新建了车棚，还安装了电动
车充电桩，方便极了！”“社区里不仅有便
民志愿服务，还设置了亲子阅读中心，可
以和孩子一起尽享书香，真好！”“小区天
天有变化，咱们的生活比蜜甜！”……初秋
时节，在尧都区水塔街办事处汾泽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宁兰英和邻居们聊
起社区的变化和新鲜事，谈笑风生。不时
传来的朗朗笑声，传递出满满的幸福感。

2017年11月成立的汾泽社区，位于
市区中大街，南依古城公园，享有“公园
社区”的美誉，所辖0.5平方公里，共有4
个小区2000余户6000余人，是一个典型
的新型城市社区。去年5月以来，该社区
通过组建红橙黄绿蓝“五彩星光”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逐
渐形成了“五彩星光课堂”党史学习教育
品牌，真心真情为群众办实事，做到了

“居民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进一步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初心课堂 传承红色基因

7月 30日一大早，汾泽社区滨江明
珠小区的居民们便搬着凳子，来到小区
的广场上听“故事”。这是该社区举办的

“红色初心课堂”，主题是“听故事学党
史”。红色志愿服务队“名师团”的宣讲成
员毛志鹏为大家激情讲述着革命先烈保
家卫国、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大家听得
入神，精彩处不时响起掌声。（下转3版）

五载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恍
若隔日；

五载征程，聚全市合力书写荣光熔
铸非凡。

这五年，临汾发展活力显、动能
足——

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大力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
后产能，三产结构良性蜕变，现代服务
业强势崛起；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发力
统筹推进，GDP历史性地突破 1500亿
元！

这五年，临汾变得更重要、更“中
心”——

我市成功跻身“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布局承载城市”，在全国物流网络中
发挥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
作用；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2019年“我
的公交我的城”重大主题宣传活动走进
临汾；省委、省政府赋予临汾新的城市
定位和历史使命——建设成为“省域副
中心城市”，努力打造我省南部和“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这五年，临汾变得更开放、更“摩
登”——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
是回家！”2018年初，这句“网红”口号
一经提出，迅速火遍三晋大地。同年 9
月，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我市“盛装
亮相”。这是一场贯穿全年的文旅盛
宴，更是一段专属平阳的高光时刻；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三项
赛事——射击飞碟、花样滑冰和空手
道的承办权花落临汾，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市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这五年，临汾变得更宜居、更美
好——

2017年 10月 16日，市区迎宾大道
与滨河东路立交桥工程全线通车；
2018年 5月 7日，市区滨河西路立交桥
工程全面完工；2020年 11月 16日，经
过8个月的紧张施工，市区鼓楼西大街
上跨中大街立交桥正式通车；今年8月
16 日，市区解放东路高架桥提前 9 个
月完成建设任务，正式竣工通车……
伴随着一座座高架桥隧与时俱进拔地
而起，城市快速交通体系正在加快形
成；城市更新行动持续向纵深腹地辐
射推进，城市形象气质颜值大为改观
焕然一新；街心游园淡雅朦胧精心点
缀，广场绿地风貌各异相映成趣；出租
公交新能源全覆盖，绿色出行“走俏”
街头巷尾！

……

溯源寻根，这些俯拾即是、触手可
及的嬗变印记，实际上都源于五年前那
届意义深远的党代会——2016年9月，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四次代表大会胜
利召开，一段跨度五年砥砺前行的奋进
征程由此拉开帷幕。

市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以来，面对经
济下行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双重
压力，临汾市委、市政府不辱使命不负
重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沉着有力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扎实推进高质
量发展，开启了新阶段临汾发展的辉煌
篇章。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转型发展加快推进

市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全市积
极应对复杂形势和困难局面，认真落实
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强化经济运行调
节，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稳增长政
策措施，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近五年GDP年均增
长4.1%。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全市上下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市经济企稳回
升，GDP达到 1505.2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3.7%。今年上半
年，全市GDP完成 798.1亿元，同比增
长9.1%。

从 2016 年开始，全市扎实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产业机构趋向
合理化、高级化方向迈进。产业结构由
2015 年 的 8.1:46.5:45.4 逐 步 演 变 为

2020年的 7.5:42.9:49.6。第三产业不遑
多让，已然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
山”，真正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

这五年，我市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
路径，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
兴产业，以良好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全市农业生产稳步发展，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由
2015年的 168.3亿元增长为 2020年的
229.4亿元，粮食产量稳定在 200万吨
以上。现代农业不断发展壮大，吉县苹
果、隰县玉露香梨、曲沃智慧菜谷蔬菜
等10余个区域公用品牌相继创建。

这五年，我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
伐明显加快，累计退出煤炭产能 1845
万吨。全市装备制造业较 2015年增长
136.5%，高技术制造业较 2015年增长
136.3%。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市先后有
9座煤矿实现综采面智能化开采，12座
煤矿实现绿色开采；钢铁减量置换成效
明显，先进产能占比全省第一；重点实
施华翔装备制造产业园、中信机电科研
试验生产基地等亿元以上战略性产业
项目66个。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
着民生福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地位举足轻重。五年来，全市服务业增
加值由 2015 年的 486.2 亿元提高到
2020年的 746.2亿元，年均增长 6.5%。
今年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388.6亿元，同比增长 8.7%，总量位居
全省第五，服务业提质增效加快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以金融业、房地产业、营
利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占第
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由 2015 年的
17.4%提高到 2020年的 18.3%，智慧物

流、电子商务和绿色金融等行业发展明
显提速。

这五年，全市新设立开发区数量成
倍增长，各类投资资源、要素要件持续
向开发区“进军”，激发牵引经济转型的
强劲势头。全市现有省级开发区11个、
产业集聚区 7个。与此同时，全市新建
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逐年上
升，由 2015年的 27.5%提高到 2020年
的 48.1%。今年以来，我市扎实开展项
目建设，与全省同步举行开发区“三个
一批”活动三次，涉及项目159个，总投
资783.1亿元。

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市场主体活力迸发

这五年，全市从营造公平环境、减
轻企业负担、破解融资困难等方面，助
力民营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市持
续推进“放管服效”改革，提升政府服务
效能，切实为企业松绑、为改革清障、为
群众增便利。

2016年，“五证合一”全面实施，承
接、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109 项；
2017年，精简下放审批项目23项，平均
办理时限从 20个工作日压缩到 8.5个
工作日；2018年，政府系统OA协同办
公全覆盖，“13710”督办系统市、县、乡
三级连通；2019年，启动“一枚印章管
审批”，市直 27个部门的 269项行政审
批事项实现集中划转；2020年，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无分歧账款 15.6亿元，为
10 家企业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 57
宗。民营经济增加值总量从 2015年的
736.1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839.2 亿
元，占GDP比重达到 55.8%，对税收贡
献近七成。

这五年，城乡消费品市场日益繁
荣，规模不断扩容，业态加快升级。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15年的 523.4亿
元持续攀升到2020年的656.6亿元，年
均增长 4.6%。五年来，可穿戴智能设
备、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新能源
汽车等新型消费快速迭代升级，为全市
经济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的驱动力。

这五年，全市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截至2020年，全市共
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各3家，“市长创新奖”总计发放
奖金880万元。

交通出行趋于完善 城乡颜值升华蜕变

这五年，全市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实施重点
城建工程建设和绿化项目建设，城乡面
貌持续改善，宜居品质不断提升。

（下转2版）

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推动转型升级，人才是
引擎。

省校合作工作开展以来，我市签约合作项目105项，其
中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10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20
项；达成合作意向项目79项，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5项，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21项……这一组组数据正是我市
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体现。

我市积极依托高校人才资源、科技成果富集优势，结合
科技区位、资源、产业、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深化省校科
技合作，与高校共建“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通过打造科技工作“2个基地”，建设一批省
校合作示范点、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打造一批创新平台、
落地一批科技产业项目，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发挥好科
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

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

空有“十八般武艺”，却难以大展拳脚，这是许多高校科
研人员面临的“科研成果转化难”的现实境地；渴望最前沿
科技成果，却囿于人才匮乏，这是横亘在高新技术企业面前
的一座大山。

“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建
设就像一场‘及时雨’，解决了高校和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困境。”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国朋说，“与
高校开展合作，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为深化省校
合作，山西省将与高校共建‘12大基地’，这为我们提供了
更明确、更精准的方向。”

“我们与西安理工大学进行了共晶石墨钢对RV减速
器核心零件的适用性研究，其内容主要是研究开发了一种
共晶石墨钢来代替RV减速器核心零件，解决了原来材质
容易磨损失效的问题，成本低、效果好，‘卡脖子’问题迎刃
而解。”山西建邦集团研发中心主任张红旭介绍，“这个问题
的解决为我们产品的转型升级、产品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
无限可能。”

一直以来，山西建邦集团高度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与
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长
期合作，共同推进技术和产品研发工作。目前，该企业与太原
科技大学合作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在推进人才培养、科技
研发、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合作共赢和协同发展，积极探索
人才、信息、技术等领域资源共享的新渠道和新模式，推动创
新要素有效汇聚；与德国巴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
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与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
议，对企业员工进行继续教育，提高基层员工素质及技能水
平；与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天易矿山岩层控制
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了1000MPa级超高强、抗腐蚀、高
延伸率的锚杆钢，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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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星光课堂”学党史
“五彩”服务办实事

——尧都区汾泽社区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品牌
本报记者 景秀红 郭秀婷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先进典型

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崛起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王小庚 本报通讯员 郝 宁

开栏话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市第市第
四次党代会以来四次党代会以来，，我市以习近平新时我市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立
足新发展阶段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构
建新发展格局建新发展格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攻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攻
坚克难坚克难、、担当作为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砥砺奋进，，开创了开创了
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交出交出
了一份来之不易的了一份来之不易的““临汾答卷临汾答卷””。。

在全市鼓足干劲在全市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乘势而上，，开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市第五次党代会即将胜利市第五次党代会即将胜利
召开召开。。这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这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
意义的重要会议意义的重要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是全市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盛事，，意义深远而意义深远而
重大重大。。

回首五年奋进路回首五年奋进路，，喜迎五次党代喜迎五次党代
会会。。本报从今日起开设本报从今日起开设《《庆祝临汾市庆祝临汾市
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我们这五我们这五
年年》》专栏专栏，，从经济社会从经济社会、、转型综改转型综改、、基础基础
设施设施、、民生福祉民生福祉、、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农业农村农业农村、、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保生态环保、、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党的党的
建设等方面建设等方面，，充分展示近年来我市发充分展示近年来我市发
生的喜人变化和辉煌成就生的喜人变化和辉煌成就，，进一步激进一步激
励和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拼励和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拼
搏搏、、凝心聚力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勇担使命、、苦干实干苦干实干，，为为
全面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全方全方
位推进临汾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位推进临汾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近年来，我市聚焦

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

统筹推进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

智慧城市创建，全力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

化城市，城市颜值、气

质、价值不断提升。图为

9月11日航拍的市区滨

河西路。

本报记者 赵俊堂 摄

庆祝临汾市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庆祝临汾市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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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扬州旅游电视周

优秀作品临汾推选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 浩） 9月 12日，

第十四届中国·扬州旅游电视周优秀作
品临汾推选会议举行。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
党组书记范宗钗，省文联党组书记李斌
出席，市委书记闫晨曦致辞，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朝旗主持会议。
闫晨曦代表市四套班子和全市人

民对各位领导嘉宾、专家评委表示欢
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对临汾的关心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临汾历史悠
久，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把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来抓，打造了“中国根·黄河魂”文旅品
牌，进一步叫响了“所有旅行都是出
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宣传口号，文
旅产业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把文旅产业作为服务业提质
增效的重要内容，加快打造成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中国旅游电视周是国内高规格的旅游
电视艺术创作交流平台，已经连续举
办了十三届，有力促进了电视艺术与
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这次推选
活动在临汾举办，是宣传、推介、展示
临汾的一个重要契机，对于推动我市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起到重要促

进作用。临汾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让各位专家、评委全身心地投入推选
工作，真正评选出一批具有思想性、艺
术性和观赏性的文化旅游电视精品。
真诚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临汾、支持临
汾、宣传临汾，帮助临汾把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这篇文章做得更好。

第十四届中国·扬州旅游电视周优
秀作品临汾推选会议由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主办，山西省文联和临汾市文联
承办，以“园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推选作品将从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山
水景观、特产美食、民俗节日、民间工
艺、百姓生活、现代发展等不同侧面展
现美丽中国，展示新中国发生的变化，
抒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真挚情感，表现
中华民族感天动地的奋斗历程，以及党
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实践。本届旅游
电视周征集作品共 553部，其中旅游专
题 158部、旅游栏目 41部、旅游宣传片
166部、旅游短视频（微电影）135部，旅
游节目主持人 33名，由评委在未来的 3
天时间进行认真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