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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陕考察，为陕西发展擘画
了蓝图、指引了方向。十年间，商州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殷
殷嘱托，心怀“国之大者”，以强烈的政治担当，贯通落实“五项要求”

“五个扎实”，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用 3600 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奋
斗，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商
州的生动实践，交上了一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彩答卷。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十年来，商州区委着眼全局、放眼长远，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
际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踩准时代节拍、迈好关键步伐，抢抓共建“一
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先后作出了建设“陕南强区、幸福商州”，推进商
州实现“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生态强”四大目标；加快建设生态、
人文、法治、小康“四个商州”，以及建设“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高质
量发展转型模范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示范区、营商环境最优区、市
域社会治理创新先行区”等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商州发展锚定阶段性
目标，为“三新三高”“一都四区”战略打造强有力支点。

商州区生产总值持续位居全市前列，年均增速 8.2%，2017 年突
破 150 亿元大关，2021 年 GDP 是 2012 年的 1.6 倍。工业总产值由
83.1 亿元提高到 166.8 亿元，是 2012 年的 2 倍，年均增长 8.8%。三
次产业结构由 12.6∶43.1∶44.3 调整为 12.4∶26.7∶60.9，服务业快速
发展，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格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26.4 亿
元提高到 58.4亿元，年均增长 8.9%。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4.2亿元，年
均增长 10%。非公经济增加值由 49.98 亿元增加到 85.49 亿元，占
GDP 比重由 50.7%提高到 56.4%，增加了 5.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 21100 元、5414 元分别增加到 30102 元、12870 元，
年均分别增长 7.5%、10.9%。

商州全力以赴稳增长、抓项目，累计实施重点项目 1138个、完成
投资 108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6%，商洛万达等一批现代
城市服务业项目建成运营，康城药业、笃诚科技、商洛电厂等一批重
大项目相继建成，“两区多园”工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全市重大项目
观摩连续 3年位列前茅，荣获“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区”，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商州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以商招商、商会招商、
产业链招商，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充分发挥商州在外知名人士、经济
能人等各界人士联系广泛的优势，构建引资“桥梁”，对接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累计完成招商项目 511 个、到位资金 1139
亿元，对外合作交流的领域更广、层次更深。

商州把城乡统筹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持续推进城乡
经济协调发展，壮大五大产业集群，谋划打造十二条产业链，全面推
进“5+5”农业特色产业体系和“三个十”工程，着力打造“一城、两区、
三景”的城乡发展新形态。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3家，被评为“陕西省
技改投资先进区”。建成秦岭江山景区、蟒岭绿道 2 个国家 4A 级景
区。粮食总产年均稳定在 9 万吨，创建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5
个，年发展食用菌 1 亿袋、菊芋 4 万亩，被评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加强“互联网+”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被评
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

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十年来，商州紧盯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凝心聚力抓改
革、求突破，改革定力进一步增强，改革重点进一步聚焦，改革节

奏进一步加快，改革共识进一步凝聚，九大重点领域改革
蹄疾步稳，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能。

商州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土地确权登
记颁证全部到位，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国资国

企、科技创新、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国有
兴商融资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担保融

资 1.58 亿元。“放管服”改革纵深推

进，推行企业家“早餐会”和“政银企担”联席会制度，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率达 95%以上，274 项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实现集中审批，行
政审批效率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更加优化，荣获“全市全面深化改革
综合工作先进县区”称号；“阳光食品智慧监管”平台获得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好评，新增市场主体 1.69万户。创新活力有效激发，培育 9家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 17 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28 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森弗韩国公司成立，商洛广丰环
保、德功茶叶在陕西股权市场挂牌交易。

城乡面貌深刻变化城乡面貌深刻变化

十年来，商州坚持规划、建设、管理并重，坚持市、区共建，大力推
进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和功能性项目建设，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改造和
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框架不断拉大，成功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省级生态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城市，让“秦岭里最美的地
方”从“面子”美到“里子”，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山水园林生态旅
游城市形象和品位进一步提升。

商州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团结路、中心街、东关街、东
环路等一批老旧街道改造完成，龟山大道、环城北路、环城南路、商丹
一级公路、G242 改造、黄沙岭隧道等一批道路交通工程相继建成通
车，“四大门户区”改造、金凤新区、万达广场、北高速出口景观提升、
东新街改造提升、特色商业街、南秦新区等一批城建重点项目有序实
施，朝阳、西街、莲湖、丹南等一批城市新社区拔地而起，农贸市场、城
区公共停车场、充电桩、人行天桥、全民健身等一批市政设施建成投
用，中心城区 5G 通信网络全覆盖，城市天然气全域通达，城乡供电可
靠率、广电覆盖率均达 98%以上，城市功能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商州实施“两拆一提升”三年行动，擦亮了城市颜值，提升了城市
品质，赢得了市民广泛好评。拆除违法违规广告牌 7300 多块、违法
违规建筑 460 处、多余城市家具 5448 处；新增城市绿地 39 万平方
米，建成金凤山生态花海公园、龙山公园；投放垃圾分类设施 1.85 万
套，被评为“省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煤炭公司等 19 个老旧小区
改造完成，“商洛学院住宅小区改造”被住建部列入全国 100 个老旧
小区改造示范项目。

商州坚持将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协调推进，把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与旅游康养相结合，促进乡村、山水、产
业有机融合，全域分类打造康养、旅游、宜居秦岭山水乡村示范村 60
个，配套建设产业重点村 50 个，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 136
个，发展特色采摘园、民宿、农家乐 275个，秦岭山水乡村成为康养之
都的有力支撑。三岔河村、江山村等一批秦岭山水乡村示范村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画卷
正在铺展，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开展“五清五净”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改建卫生厕所 3.8 万多座，清理整治“三堆六乱”3.4 万多
处，拆除农村闲置危旧房 3128 处。228 个行政村水泥（沥青）路全部
贯通，硬化农村道路 122公里，新建通组路 290 条 377.6公里，被评为
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相继实施沙河子国家级重点镇及大荆、
腰市、北宽坪等一批特色小城镇建设，全区城镇化率达到 51.04%。

全区实现整体脱贫全区实现整体脱贫

十年来，全区 7000 多名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一道埋头苦干、合
力攻坚，用心用情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累计投入资金 72.84 亿
元，实施扶贫产业项目 1187 个，“八个一批”政策有效落实,“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面达标，124 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光
伏、食用菌、菊芋、劳务等“4+X”脱贫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带贫益贫能
力不断提高。实施危房及土坯房改造 9332 户，搬迁群众 1.25 万户
4.76 万人，建设通村（组）路 488 公里、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407 处，
31539 户 102619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124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贫困区顺利摘帽，与全省同步够格迈入小康社会。

全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建立“6313”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两不
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排查整改，重点监测户和潜在风险户返贫
致贫风险全面消除。完善易地扶贫搬迁“1+7”后续扶持机制，实施

安全饮水保障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出台防止因灾因疫返贫致贫 26条
措施。新建（改造）灾毁危房 585 户，新增临时公益岗位 2356 个，实
施乡村振兴项目 473个，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1500 万元。三岔河镇
被列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十年来，商州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毫不动摇抓
保护、治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商州从严落实《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制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和《二十
条措施》，建立秦岭违建和“五乱”问题常态化整治机制，深入推进河
长制、林长制、田长制，拆除违规建筑和“大棚房”958 处，先后查处

“五乱”问题 396 起，整改中央、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及反馈问题
280个，关停采矿企业 46家。

商州区全面打响蓝天、碧水、青山、净土“保卫战”，深入开展生态环
境治理恢复工作，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恢复成效明显，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相处，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更加怡人，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深入开展“铁腕治霾·保卫蓝天”行动，落实“减煤、控车、抑尘、治
源、禁燃、增绿”六项举措，空气质量连年位居全省前列，连续 4年进入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商洛蓝”成为山水商州最靓的生态底色。

商州集中开展河（湖）水生态日常管护，实施丹江等流域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建成城乡一批“三废”垃圾综合处理和污水处理项目，金
陵寺、夜村、腰市等镇污水配套管网工程竣工投用，境内 10条支流有
效治理，治理水土流失 400 平方公里，国家节水型城市通过省级验
收，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二龙
山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丹江等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
稳定达标。

商州实施天保二期、重点防护林、重点区域绿化等 10 多个重点
生态建设工程，年均营造林 7 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 68.4%。开展

“清废行动”和固废危废安全专项整治，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
快清洁能源发展，被纳入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整县推进试点县区。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达 45.54 万亩，坚持国土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被国土资源部评为“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十年来，商州区坚持“两个 80%”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
恒办实事、惠民生，百姓福祉实现新提升。

商州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区高级中学、区第六小学、秦韵教育城、
四园、五园、十二园等一批教育项目相继建成；“健康商州”建设加快
推进，区中医医院、区妇保院等一批民生项目先后建成投用，医保结
算线上支付全覆盖，283 个村（社区）标准化卫生室全部达标。把就
业作为民生第一保障，城镇新增就业 1.35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43.5 万人次，民政兜底保障率 9.46%。商州区先后捧回国家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全国科技进步
区、省“双高双普”区、省科技创新试点区等一批奖牌和荣誉。

商州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阻击战、歼灭战，举全区之力以最
坚决态度、最果断措施、最务实作风严密防控，迅速实现确诊和疑
似病例清零，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商州圆满完成全国“十四运”女子排球赛、公路自行车赛承办任
务，荣获“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优秀集体”。环秦岭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等节赛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展形式多样的
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省级全民健
身示范区”称号。双拥工作成效明显，被评为“陕西省双拥模范区”。
国防动员工作连续两年被表彰为全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商州突出文化引领，推进文化建设守正创新发展。坚持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讲好商州故事，传播商州声音，着力
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推出“厚德陕西·善行商州”、《秦
岭明珠·灵秀商州》、《1946李先念在商
州》、《山水商州 康养之都》、“直朴进取
商州人”、“爱我商州”、“农民课堂”、“商州大
舞台”、《丹水》、《紫荆树下》、莲湖非遗小剧场等一
批精品宣传文化品牌，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程，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打造“好人之城”，商州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

全区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商州建设，城乡居民法治观念不
断强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全面推行，信访维稳、安全生产态势平稳，民事民议工作经验在全
省推广，获评全国“六五”普法先进县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明显，破获侦办涉黑涉恶案件 8起，打掉恶势力
犯罪团伙 5 个，被评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区，连续 3 年被评
为全省平安区，荣获全省首批平安铜鼎，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十年来，商州始终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扛牢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以党建聚合力，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商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引导全区上下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人心。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开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活动，全体党员干部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奋进步伐更加一致。

商州坚持不懈淬炼干部队伍，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个导向，
扭住“项目建设、作风建设、发展氛围”三个关键，推行“精准严实全
面”“速度标准统筹”“抓重点创亮点出精品”三种方法和工作落实机
制，持续弘扬敢干、快干、实干、精干、巧干“五干”精神，全面提振了全
区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气神。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
标准，坚持公道正派选人用人，注重在工作一线考察、识别、锻炼干
部，用足用活“三项机制”和职级晋升政策，大力实施“双百人才”和

“四个一百”工程，旗帜鲜明鼓励干部担当作为，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全区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坚持重心下沉，统筹推进城区、农村、机
关、国企、“两新”组织等领域党建工作，开展“党建六抓”“整镇推进、
整区提升”“三建三带”“争一流、夺红旗”等活动，探索推进“党建+产
业”融合发展模式，基层组织不断加强，战斗堡垒更加坚强有力。

全区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深入开展“提士气、强担当、建机
制、促发展”作风建设专项行动、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巩固，制度笼子
扎得更牢、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回望奋斗历程，商州的“非
凡十年”，靠的是全区上下砥砺奋进、开拓创新，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掌舵领航，靠的是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
大力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历届领导班子的接续奋斗和社会各界人士
的鼎力相助。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展望光辉未来，挑战和机遇并存，商州
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翻篇归零的心
态、一往无前的姿态、风雨无阻的状态，紧抓“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三件
大事，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强力推进“五区
建设”，奋力谱写新时
代商州追赶超越高质
量发展崭新篇章。

金凤山生态花海公园项目金凤山生态花海公园项目 碧桂园翡翠湾住宅小区碧桂园翡翠湾住宅小区

润科食用菌厂房一角润科食用菌厂房一角

△△沙河子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沙河子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

◁◁陕西省商州区高级中学陕西省商州区高级中学

万吨油库项目万吨油库项目

众合森工家居产业园众合森工家居产业园

▽▽江山映翠湖景点江山映翠湖景点

◁◁四通八达的路网四通八达的路网

△△商洛学院住宅小区改造项目商洛学院住宅小区改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