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曲沃县地区生产总值跨过百
亿元大关，达到 115.8亿元，过去五年年
均增速达 6.9%、位居全市第一；工业经
济总量突破 4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由 29.85亿元提升到 66.56亿元，年
均增速达 10.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完成 17.7亿元，年均增长 8.5%以上；
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6833元和17668元，是2015年的1.39倍
和1.44倍，年均分别增长6.8%和7.5%。

过去的五年间，曲沃县委、县政府团
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
总体工作思路和各项决策部署，对标一
流、改革创新、奋发有为，沉着有力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办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解决了一
系列事关全局的难题，取得了一系列令人
振奋的成就，全县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
升、转型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大攻坚
取得决定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
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以“智慧果
蔬、绿色钢铁、全域旅游”为主导的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齐头并进。闯出了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的“曲沃特色”，开创了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曲沃模式”，书写了践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沃篇章”。

绿色钢铁打造“新引擎”

围绕打造绿色钢铁示范区，曲沃县
相继实施总投资达 230亿元的一大批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和“六新”产业项
目，工业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大步迈进。

五年来，曲沃县紧紧围绕“六新”主
题抓落实，着眼打造“绿色钢铁示范区”，
聚力开发区建设，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起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群和工业体系，在
践行中蹚出了新路子。

在工业园区内，晋南钢铁、通才工贸
作为曲沃工业的“双子星”，在“中国民营
企业 500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榜单中连年进位、皓光闪耀，点亮了
曲沃的工业经济。

晋南钢铁集团以科技赋能“六新”发
展，创新大宗商品流通业态，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公司先后投资近百亿升级
改造建设了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联产
LNG项目、2座1860立方米高炉、2座150
吨转炉及配套项目，二期 170万吨焦化
项目，配套建设了烧结活性炭脱硫脱硝、
高炉煤气精脱硫等国内一流的超低排放
环保设施，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五年
来，集团大力实施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
质增效。特别是晋南钢铁集团5G+工业互
联网项目——铁水罐智能调度系统，入选
全国44项移动物联网应用优秀案例名单，

成为全省唯一入选项目，为推动集团5G
工

业物联网智能制造及产业数字
化发展再添新动力。

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 2020 年通
才公司共规划 20多亿元实施包括 60万
吨MI·DA线、置换建设1×1280立方米高
炉、2×100吨转炉、1×65吨合金钢电炉及
配套项目等在内的八大重点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的有序推进，使企业在装备水
平、产品升级、生态创新上迈上新的台
阶，在转型发展中蹚出新路子。

刚刚成立的曲沃经济技术开发区重

点发展新材料、生产性服务业、高端装备
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其中新材料产业园
将聚力钢铁、焦化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
升级，努力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上
做足文章、做大文章，把新材料打造成引
领转型升级的新支柱产业；生产性服务
业示范园将充分发挥黄河金三角智慧果
蔬产业示范区、“智创城”等创新平台载
体优势，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博览会展、
现代物流、综合配套等生产性服务产业，
全力打造传统产业数字化、物流业智能
化、农业科技成果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新
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将依托钢铁
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数控机
床、通用机械、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着力
培育县域工业经济新的增长极，构建多
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同时，聚焦“布局、建设、应用”三大
环节，加快推进标准厂房、框架道路等项
目建设，持续完善水、电、路、气、网等基
础设施配套。稳步推进“三化三制”改革，
探索“管委会+专业公司”市场化运营模
式，搭建数字化、智能化、人性化政务服
务平台。紧盯钢铁产业发展方向，着眼延
链、补链、强链，以“两大钢企、六大产品”
转型提质为重点，不断提升整体工艺装
备和产品质量水平，积极推动钢铁、化
工、建材全产业链体系向精细精深迈进，
全力打造千万吨级精品钢基地，巩固壮
大实体经济根基。用足用好全县省级特
色产业集聚区试点优势，立足开发区新
材料产业园现有基础，支持重点钢铁企
业在新特钢材料、焊接材料、特种型钢等
领域研发应用上取得新突破。建立完善

“责任、空间、政策、标准、市场、法治”六
环联动环保倒逼机制，深化实施重点企
业“创A”行动，从加快环保深度治理、严
格污染物排放、推动资源综合利用等多
个方面倒逼企业绿色转型。

五年来，曲沃县紧紧围绕中央和省
市部署要求，创新建设智创城，聚焦智慧、
智能、智力，立足优势、整合资源，构建1+
N+X的智创体系，智创城依托千万吨绿
色钢铁产业园区而建，可充分利用园区人
才、资金、产业、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吸引
更多创新元素的汇集，真正打通服务现代
企业“最后一公里”，让智创城成为推动科
技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和实现高质量转型

的新支撑。

智慧农业跑出“加速度”

围绕打造智慧果蔬示范区，曲沃县
健全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加快
推动“晋之源”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曲沃县是黄河金三角三省四市 47
个县、市、区重要的水果、蔬菜生产和销
售地之一，县委县政府大胆实践，连续举
办了两届国际蔬菜博览会，大力度提升
县域之间互动循环和合作共赢。

2019年 5月 9日，首届中国·山西曲
沃国际蔬菜博览会在晋园盛大开幕。“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使馆参赞和外商、国内
外农业设施先进企业、全国知名蔬菜采
购商、科研院所专家及新闻媒体记者云
集曲沃，共谋产业提升、生产经营、品牌
打造之策，实现农业效益和农民收益的
最大化，提前迈进乡村振兴之路。博览会
以“融入‘一带一路’、扩大合作贸易，提
升绿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以
蔬菜及相关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前沿
实用技术、名优稀特品种以及蔬菜文化
为主要展示内容，展示和交流国内外蔬
菜产业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
新理念，加快推进本土鲜活农产品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是山西省首次高层次、
高规格、高水准的蔬菜展销盛会。展会紧
紧聚焦新、奇、美农耕文化，精心设置了6
个主展区，以国家、省、市特别是曲沃“晋
之源”优质蔬菜为重点，集中展示各类优
质果蔬1000余种。通过产、供、销全环节，
声、光、电立体化的展示，再现果蔬标准
化生产全过程。同时，在6个主展区之外
还设立了6个分展区，涉及花卉、食用菌、
观光采摘、生态园林等各个门类。12大展
区内设计制作各类蔬菜文化艺术景观
100余个，打造独具菜乡特色的创意农
业，尽显果菜与文化融合的无限魅力。

2020年9月24至26日，第二届黄河
金三角国际果蔬博览会在曲沃县太子滩
成功举办，连续两届博览会共签约项目
39个、总金额达31.7亿元，“智慧果蔬”品
牌全面打响，会展经济效益凸显，果蔬集
散有了新的渠道。菜博会以大数据、云平
台为载体，以线上线下多维互动的形式，
更近距离、全方位地展示和推介了黄河
金三角区域特优果蔬产品，以“数字+农

业”模式聚集要素资源，实现与市场的融
合对接，为区域果蔬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曲沃县是蔬菜生产大县，有 38万亩
良田，80%农民从事果蔬产业。五年来，曲
沃县围绕建设“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以“智慧果蔬”为抓手，大力实施果蔬产业
提质增效工程，先后获得“国家级蔬菜重
点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一带一路·
中国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和“乡村振兴·中
国农产品流通创新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菜博会的连续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果蔬产
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全
县果蔬的标准化生产，打开了黄河金三角
区域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新通道。在菜
博会闭会期间，曲沃县立足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加快构建集大数据运用、物联网、
区块链、智慧冷链、仓储物流、互联网营销
于一体的“智慧供销”网络，着力增加果蔬
交易量。晋之源“菜谷同城”线上销售平
台，君特净菜等充分发挥购销便利、快捷
配送优势，让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新鲜
果蔬。一批优质农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帮
助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广大农户扩
大销路、提高销量。依托供销系统电商运
营中心和100余家供销体验店，曲沃县加
快黄河金三角地区“省、市、县、社区”四级
直销体系建设，实现了区域中心城市全覆
盖。深化与重庆渝疆欧、侯马方略等企业
合作，打造辐射全国的现代物流集散网
络。同时，强化县校合作，真金白银纳贤，
大力开展招才引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
化。晋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
后勤集团达成协议，“晋之源”果蔬端上了
高校师生的餐桌。晋之源供港蔬菜基地项
目成功签约，为粤港澳大湾区直供蔬菜产
品打通了渠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教授康振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

导师李天来领衔的 8家知名科研院所蔬
菜专家，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为菜农
提供技术支持。以色列、澳大利亚专家指
导建设的果蔬种子繁育和智能育苗基地，
种苗供应辐射半径500公里，成为中部地
区具有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

科技创新让曲沃农业跑出“加速度”。
曲沃农业先后荣获9张“国字号”名片；累
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47个，其中，南

林交莲藕、北董大蒜、曲沃葡萄、麦茬羊肉
为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香菇菌棒、大蒜、
洋葱、西红柿等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乘势而上、奋力突破。曲沃县委、县政
府高瞻远瞩，着手规划建设占地240亩的
黄河金三角智慧菜谷流通集散中心。该中
心集果蔬交易批发城、精深加工生产区、
物流仓配交易区、电子金融服务区和低温
恒温储藏库为一体，通过搭建线上线下销
售融合发展电商平台，建立覆盖晋陕豫重
要区域城市的配送服务网络，努力让黄河
金三角区域的优质果蔬从曲沃走向全国、
走上“一带一路”。在经济效益上，可实现
年产值50亿元以上，年利税3亿元以上。

文旅融合树立“风向标”

围绕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曲沃县
组织多轮景区建设大会战，连年举办文
化旅游系列活动，成功创建国家A级景
区8个，“游山西曲沃·读春秋历史”文旅
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

五年来，曲沃县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关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一系列决
策部署，以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统
揽，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组织景
区建设大会战、开展文化旅游活动，与国
家知名博物馆联合办展，考古基地复牌运
行、4A景区连创2个，全域旅游格局框架
基本成型、特色亮点不断彰显，旅游收入
和游客数量高速增长，“游山西曲沃·读春
秋历史”文旅品牌声名远播，为社会经济
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了文化新动力。

曲沃，抓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
站在晋国博物馆车马坑前，仿佛置

身于 3000多年前的晋国，听到车轮滚滚
和战马的嘶鸣。这里是山西省第一座遗址
类专题博物馆，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完整展
示晋文化的平台，馆内商周时期最大的车
马坑，比秦始皇陵车马坑早 600多

年，十分震撼。
依托晋文化资源，曲沃县紧抓文旅

融合发展新机遇，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抓手，对全县文化旅游资源进
行深度挖掘和开发利用，突出“三晋文明
源头游”主题，既打造高品质核心吸引
物，同时培育多种新兴业态。自 2016年
以来，先后策划了四届“全域旅游活动
月”和百余场一般节事节庆、惠民文旅活
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品牌、文旅
形象逐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晋国博物馆是打造全域旅游的龙头
景区，在发展过程中，晋国博物馆深度挖
掘景区的文化内涵，对各项硬环境和管理
服务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旅游接待人数及
旅游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 2020年曲沃
县第四届全域旅游晋都行文化旅游活动
月中，由晋国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西
安碑林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字里行间五千
年”三馆联展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
注，让外界的目光聚焦曲沃，进一步提升
了曲沃文化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晋国
博物馆也成功获评国家二级博物馆。

革命老区石桥堡村首创场景体验式
党史学习教育新课堂《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走出了一条“党建＋”红色发展之
路。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乡村旅游品
牌，以朝阳沟、南林交、春秋晋国城为代
表的“诗经文化”“驿站文化”“成语文化”

“红色文化”声名鹊起。全县成功创建8个
国家级旅游景区，其中 2个 4A级景区、5
个3A级景区和1个2A级景区，占到临汾
市国家级旅游景区总数的三分之一。

作为三晋文化的源头，曲沃县还坚
定扛起传承弘扬晋文化重任。于 2020年
12月召开了晋国都城遗产的价值与“申
遗”研讨会，邀请国内考古界、文化遗产
保护界近 30名知名专家到会，着重就晋
国都城和三晋都城遗址的价值与申遗的
可能性和途径进行讨论，并初步形成了
晋国都城和三晋都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意见建议书。同时，通过李伯谦教授
等专家学者的联络和牵线搭桥，与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共同打造曲沃考古基地，构筑五千年华
夏文明晋文化基因库。

曲沃县着眼长远、聚焦世界文化遗
产申报，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延伸
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的重大战略举
措，必将为曲沃做好“十四五”乃至更长一
个时期的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工作提
供路径指引和方向指南，必将让曲沃在携
手守护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上形成更
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共鸣和行动共识。

全域旅游频发力，晋都曲沃展新姿。
通过深入持续打造，曲沃各景区精彩不
断、茁壮成长，不仅让古晋都曲沃的形
象更加丰满、名气更加响亮，各景区景
点也向着建设与运营融会贯通、有机结
合的方向稳步迈进，拉动了文化、交通、
商贸服务、食宿娱乐等“泛旅游产业”和
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沃国大地呈现出
一幅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壮丽画
卷，曲沃正向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目标阔步迈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华供销合作社党组成员于培顺原中华供销合作社党组成员于培顺，，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县县
长吴滨为长吴滨为““乡村振兴新农人培训示范县乡村振兴新农人培训示范县、、智慧果蔬成果转化示范县智慧果蔬成果转化示范县””揭牌揭牌。。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曲沃曲沃））国际果蔬线上博览会开幕国际果蔬线上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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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工贸智能环保管控中心通才工贸智能环保管控中心
沃能化工有限公司沃能化工有限公司

智慧果蔬产业示范区智慧果蔬产业示范区

石桥堡场景体验式党员培训新课堂石桥堡场景体验式党员培训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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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县长吴滨宣布曲沃县第五届全域旅游晋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开县长吴滨宣布曲沃县第五届全域旅游晋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开
幕并敲击竖鼓幕并敲击竖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