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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5

·萍乡篇

短 评

风物长宜放眼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

萍乡市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厚植人民的期

望，饱蘸奋斗的激情，历经千辛万苦，一路风雨兼程，

无怨无悔。

十年矢志不渝，萍乡市致力于跳出资源的“掣

肘”，全市上下围绕转型升级这个“同心圆”，聚焦高

质量发展苦干加实干，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喜人景

象，战略目标有定力。

十年策马扬鞭，萍乡市“不唯煤、延伸煤、跨越

煤”，充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传统产业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两篇文章同题创作、合力“突围”，构筑起

多元产业支撑体系，产业转型有动力。

十年踔厉奋发，萍乡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城”，

实现了全市的颜值再造，生态环境有活力。

十年春华秋实，萍乡市在推进转型升级中，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共享转型带来的

丰硕成果，民生福祉有张力。

萍乡市在推进转型升级中初步实现了经

济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向好、城市品位提升，走出

了一条具有萍乡特色的资源枯竭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新 路 子 。 假 以 时

日，这颗“赣西明珠”必将绽放

更加璀璨的光芒！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眼下的萍乡，像打翻了的调色板，城乡处处姹

紫嫣红。如果以十年为期，作为检验萍乡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个时间变量，那么在这十年中，她用十分

的真心和真情，致力于推进转型升级，向新时代交

上了一张合格的答卷——十年笃行不怠，十年峰回

路转，一座工矿之城已然洗尽铅华，正重塑“江南煤

都”的精气神。

产业转型通大道

炎炎夏日，位于芦溪工业园的中材电瓷电气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却看不到几个工人。

“我们公司率先在行业内推动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厂区 5G 专网全覆盖，

建立了 1个云平台和 3个数字化操作中心，部署了 13
个智能化子系统，可以精准溯源，人均生产效率提高

了 269%，运营成本降低了 31.8%，能耗降低了 42%。”

该公司智能装备部经理陈志鹏兴奋地说。

近年来，芦溪县将电瓷电气产业作为首位产

业，以智能化生产制造为驱动，借助人工智能、大数

据、互联网技术应用，推进电瓷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目前，全县共有 19 家电瓷电气企业获国网供

应商资质，4 家企业获铁网供应商资质，先后获得全

国电瓷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中国电瓷之都等称

号。

芦溪电瓷电气产业，是萍乡传统产业的“五朵

金花”之一。它的发展脉络，正是该市十年来锚定

工业强市目标，致力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

影。

十年来，萍乡市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

手抓新兴产业培育，为的是让“老树发新芽”“新树

扎深根”。

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方面，坚持统筹推进、因

类施策，持续整顿退出“低、小、散”产能，钢铁、煤炭

产业去产能分别占全省的 50%和 20%，花炮企业数

量缩减到 240家以内。

在新型产业培育方面，全力培育发展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截至目前，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企业达

139 家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与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20.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4.3%。

十年殚精竭虑，十年奋楫争先。特别是近两年

来，萍乡市奋力推进“五区”建设，打造“最美转型城

市”，转型升级发展捷报频传：自获批国家第二批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以来，2019 年度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两项工作真抓实干，获

国务院通报表彰；2020 年至 2021 年，连续两年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获评优秀等次；2021 年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已通过国家发改委公示。2021 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8%，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规上产业增

加值比重达 41.6%，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7.0∶44.9∶
48.1。

绿色崛起正当时

上栗县赤山镇湾里村毗邻萍乡主城区，是一个

传统的农耕型小村落。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实施硬化、亮化、美化、绿化和治山

治水等举措，将该村打造成集生态、产业、旅游等功

能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一片“山水花中

游”的生态环境让人沉醉不已。今年上半年，该村

共接待游客近 8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

绿色崛起，是萍乡十年推进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

从 2015 年 4 月开始，该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主

抓手，医治由于先天不足或后天恶化造成的“城市

病”，建立了“山、水、林、田、湖、城”空间管制格局，

保护全域生态本底。如今的中心城区，玉湖公园、

萍水公园、翠湖公园、鹅湖公园、聚龙公园等公园内

的城市绿道串起百姓休闲健身的“绿色长廊”，街头

绿地公园扮靓 58 平方公里的市区。因为“海绵”的

加持，曾经“灰头土脸”的萍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般“有头有脸”。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萍乡打通了城市发展的

“任督二脉”，让城市既有面子也有里子，一座工矿

之城蝶变为一座生态之城。因为在规划、建设和管

理海绵城市方面逐步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

法和措施，为全国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示范经验，

该市连续两年名列全国海绵城市建设年度绩效考

评第一，从全国试点走向全国示范，获国务院办公

厅督查激励。

十年间，萍乡守护蓝天碧水的行动从未停歇。

从 2014 年 1 月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到 2018
年 9 月获批国家森林城市，该市共投入 73 亿元完善

四大创森体系，建设了 100 余个创森重点项目，全

市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67%。从修复绿色本底，推进

40 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生态治理，到保障水安全、涵

养水资源、恢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复兴水文化的

“五水共治”，围绕建设森林城、海绵城、水生态文明

城，经过一场接一场的硬仗、一年又一年的奋斗，今

天的萍乡已经成长为一座绿意盎然的森林之城、一

个美丽可爱的“海绵宝宝”。

2021 年，萍乡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0.4%，较

2016 年的 72.6%上升 17.8%，优良天数较 2016 年的

266 天 增 加 了 64 天 ，空 气 质 量 呈 明 显 好 转 趋 势 。

1 至 4 月，该市 PM2.5 累计浓度 39 微克/立方米，较

去年同期改善 17%，改善幅度全省排名第二。

2021 年，萍乡市 19 个省考地表水监控断面水

质优良率 100%，较 2018 年上升了 11.76 个百分点，

未出现Ⅴ类或劣Ⅴ类水断面。去年，该市被确定为

省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今年则被生态环境

部明确为全国 13 个“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

之一。

在全省“十三五”能耗强度和总量“双

控”目标责任考核中，萍乡更是名列全省第

一，系全省唯一“超额完成任务”的设区市。

动真格留住蓝天白云，下决心守护青山绿

水。这一个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一次次佐证了

萍乡优雅的绿色转身。

民生福祉总关情

“以前办理医保业务得去镇上甚至区里，来回

最少要一天时间，现在到村里的医保窗口就能办，

甚至打个电话也能办，既省了时间，又省了开支，真

是太方便了。”湘东区排上镇官桥村村民杨凤根深

有感触地说。

今年以来，萍乡市列出了 53 项民生实事，便民

医保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托医保电

子凭证，拓展医保线上支付，扩大跨省异地就医慢

特病直接结算范围，优化医保便民服务。目前，该

市共有 20 项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入驻乡镇

（街道）办理，16 项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入驻

村（社区）帮办代办。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十年来，萍乡市“以百姓

心为心”，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落

脚点，投入真金白银，让转型升级发展的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通过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逐步还清民生欠账，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特别是从 2017年起，连续

实施或推出了民生工作“八个全覆盖”“八大工程”

“八个提升”“八个着力”“八个聚焦”等，全力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

众的幸福指数。

2017 年，该市投入 154 亿元用于民生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比重达 74.6%；2018年，投入财政民生类

资金 182.9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达 80.8%；2019
年，全市民生八项支出完成 226.3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达 82.5%。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不利影响，坚持“民生工作不能耽误”的原则，

仍在民生领域投入 227.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达到 81%。

“压力再大也要保民生，财力再紧也不亏民生，

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办快，增强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言及推进民生事业的决心，萍乡的决策者掷地

有声。“十三五”期间，随着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

效，该市颜值与品位大幅提升：一大批标准化农贸

市场相继面世，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一

大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相继改造，铺平了百姓门

前路，点亮了万家窗外灯；一大批公共厕所相继建

成，让群众“方便”之时更方便。

民生工程蹄疾步稳、民生事业快速发展、民生

红利如期释放、民生福祉润泽百姓，这样的萍乡，怎

一个“暖”字了得！

“ 煤 都 ”嬗 变
——萍乡十年推进转型升级纪实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刘启红 钟进文

萍莲高速俯瞰图。 图片均由通讯员 李桂东摄

芦溪县银河镇紫溪村智慧农业园一景。

萍乡市安源区安源工业园江西圆融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制图：钟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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