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郭斌/ 美编 张江 / 校对 余燕红 要闻A4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非凡十年

数看

发展

变
迁

露天矿生态公园

“城市后花园”的蝶变之路

厂房林立的港区、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功能齐全的城市空
间、串珠成链的山海美景、活力充沛的美丽乡村……党的十八大
以来，茂名持续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体现在一个个身边的变化中。

当前，茂名开启建设产业实力雄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新征
程，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不
断激发和释放。

昔日的露天大矿坑，今天的城市后花园。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坐落于茂名市区西北石油
化工工业区，占地面积10.07平方公里，园内有复绿生态林地8000多亩、长达20公里的马拉
松跑道。园内还建有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茂名露天矿博物馆，建筑总面积9000多平
方米，成为集展览、科普、藏品收集等诸多功能于一体、传承茂名矿业文化和油城精神的综合型
博物馆。

露天矿生态公园伴随了茂名的城市成长，见证了茂名的发展和巨变，成为了茂名城市立市
建设发展的见证地。近年来，该公园先后获“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案例”“广东省第二届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等荣誉。

成
长

产业集聚规模不断壮大A
走进茂名这座滨海绿城，处

处展现勃勃生机。近日，记者在
位于茂名滨海新区的绿色化工和
氢能产业园内看到，这里吊塔林
立，工程人员紧张有序施工。茂
名在滨海新区打造以丙烷脱氢为
龙头的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源
产业园，项目以发展丙烷—丙烯
—聚丙烯（PP）产业链为主线，打
造全球最大的聚丙烯生产基地，
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大湾
区氢能源供应基地。今年，茂名
继续打好产业发展“三场硬仗”：
全力推进总投资约73.4亿元的丙
烯腈项目开工建设，全力保障总
投资 400 亿元、在建投资 64.8 亿
元的东华能源烷烃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一期（Ⅰ）建成投产，全力争
取总投资约 299.5 亿元的茂名石
化炼油转型升级及乙烯提质改造
项目上马建设。

近十年来，茂名高标准绘制
产业强市蓝图，各工业园区进一
步拓宽产业集群发展空间，产业
集聚规模不断壮大。世界500强
丰益国际、广药集团及华侨城、东
华能源、广州工控等“链主”企业
落户茂名。广州工控丙烯腈、广
化化工交易中心、广药集团王老
吉粤西生产基地等加速落地。茂
名着眼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链补
链延链强链，精准招商、敲门招
商、以商招商，不断推动形成强大
的集聚效应。

茂名先后成立滨海新区、高
新区、水东湾新城三个经济功能
区，作为向海经济的主战场。滨
海新区锚定建设世界级绿色化工
和氢能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现代

化港口，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海
洋新兴产业；高新区锚定全国高
新区百强目标，全力建设科技创
新高地、战略性主导产业聚集区，
不断深化拓展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链；水东湾新城锚定中国南海旅
游休闲度假康养目的地，着力做
好生态修复、交通可达、文旅产业
三篇文章。

如今，随着湛江吴川机场正
式启用，茂名第四大发展平台
——临空经济区被委以重任。茂
名提出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湛茂
都市圈的启动区和积极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群、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重要平台。临空经济
区锚定空港门户目标，重点布局
临空工业、临空仓储物流、跨境电
商和临空科技等产业。

茂名产业已从石化这个单
一的结构，向多元化、高端化和
绿色化迅速发展。目前，茂名聚
焦六大优势产业抓好项目布局，
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
能产业基地、国家级特色现代农
业产业基地、区域性现代商贸物
流基地、中国南方文旅康养度假
基地和示范性城乡融合发展基
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执行落实
上，全力以赴把“路线图”变成

“施工图”“实景图”。尤其是
2021年以来，茂名持续深化与大
湾区国资国企的交流合作，推动
重大产业向沿海经济带西翼布
局发展。据统计，2021年茂名市
重点签约项目和重点储备项目
共计40个，涉及18家企业，其中
世界 500 强企业 2 家，中国 500
强企业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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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持续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开启建设现代
化滨海城市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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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名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的
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茂名港博贺新港区的规划
图。如今，蓝图照进现实，一片滩涂开发成深水
大港，令正在介绍的刘冬深感自豪。这是刘冬
在茂名港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与无数的建设
者日夜坚守在项目最前线，为茂名在新一轮海
洋经济发展大潮中奋勇争先增添了关键筹码。
刘冬说，目前，茂名港正在抓紧建设泊位，为口
岸开放打下坚实基础。

滩涂开发成深水港

2 日，记者来到茂名博贺新港区通用码头，
一字排开的 8 台大型门吊向海而立，一个个储
存罐拔地而起，荒滩野渡成为明日黄花。短短
十年间，小渔村变成现代化港口，茂名拥有亿吨
大港的梦想照进现实。

“向海而兴，开发深水港就好比‘龙头’，现
在龙头终于抬起来了。”刘冬曾经参与深圳西部
大铲湾码头的建设，2013 年，他从深圳来到茂
名。从 2013 年到 2019 年，他见证了小渔村变成
深水港的过程。

刘冬说，起初交通不便、水电未通，工作开
展得较为艰巨。2013 年，茂名港集团启动外围
全长 5423 米东防波堤和全长 3315 米的西防波
堤的建设，由于风浪和天气等因素，防波堤建造
受到巨大影响。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的“彩
虹”台风，对工程实体、工程周期、后期资金造成
的损失都非常大，花了一个多月才完全修复。

2019 年 3 月 22 日 ，茂 名 港 博 贺 新 港 区 开
港。刘冬说，开港是振奋人心的一件大事，对
茂名来说这不仅结束了多年没有大型港口的
历史，也标志博贺新港区规划建设迈上新的台
阶，从建设期迈入运营期。“一天一个变化，就
如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这种自豪感是难以
表达的。”

完善配套助力腾飞

建设博贺新港区目标是明确的，茂名滨海
梦正从这里腾飞。

刘冬说，目前，茂名港推进博贺新港区港口
总体规划，重点是加快推进码头泊位、进港航道
及航标导助航设施建设，配备引航服务，设置引
航员登离轮点等相关工作。“到今年年底，茂名
港建成 4 个码头泊位，为茂名滨海梦再添新引
擎。”

据介绍，新港区设计吞吐能力约 1.5 亿吨，
在继续承担茂名石化的油气化工品接卸任务、
满足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依托大型专业化
深水码头，促进电力、冶金、石化等临港产业发
展，将成为茂名打造广东沿海经济带上新增长
极的“爆点”，引燃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大潮。

在刘冬眼里，一个现代化港口不仅为茂名
向海而兴新增一个引擎，而且改变了村民的生

活方式，增强了幸福感、获得感。
“当时这里就是一个野滩，一穷
二白。”刘冬说，10 年前周边村民

过着以海为生的生活，周边连
个便利店都缺乏，“现在港区
建有广场、便利店，道路干
净宽阔，村民跳起广场舞，
购物也方便，生活越来越
幸福。”

刘冬说 ，博贺新港
区的建设从科学规划、
产 业 布 局 、发 展 服 务
业、提升城市管理等逐
一开展，会成为粤西地
区大型的集煤炭、能源、
电力、集装箱为一体的
综 合 性 货 运 港 区 ，接 下
来能带动更多的临港产

业，交通、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的完善，对茂名整个
货运产业结构以及对粤
西物流产业调整都有重
要意义。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翔闵 全良波
通讯员 李康华

工业强市步伐铿锵
向海而兴活力迸发

城市伤疤变身“九寨沟”

茂名露天矿于 1962 年正式
建成投产，生产了 30 年，总共开
采了 1.02 亿吨油页岩，形成一个
面积 6 平方公里、一圈 20 公里、
最深处约 100 米的大坑，表土和
岩渣堆放形成了南排土场、北排
土场两座山头。

由于油页岩富含油、硫等矿
物质，当时开采、处理技术落后，
加之没有进水及泄水设施，湖水
酸化，曾经一度影响周边居民健
康。随着湖水水位上涨，又对周
边地区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彼时矿区仍有价值千亿元
的丰富矿产资源，对于茂名

的经济发展无疑十分重
要。但茂名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决定放弃采矿收益。
2013年，经过数十次现场调

研和论证后做出了最终决定：
“在露天矿矿区范围内，一律不
得进行挖掘、采矿、建设等活动，
油页岩矿坑及其附近区域统筹考
虑打造成矿山公园。”

引来活水变“废坑”为“活
湖”，茂名启动露天矿生态公园
规划建设工作。2014年，茂名露
天矿生态公园建设全面展开，按
照修复与优化有机结合的原则，
重点建设“引水、修路、种树、建
馆”四大工程，利用现有地形及
矿区原有设施，通过“赏花、观
景、戏水、观展”等一系列景点布
置，开发出集工业特色、山水园
林、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大型开放
式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游玩
的好去处。

“目前，对矿坑湖的监测显示

水质均达标，只有酸碱度因原本
富矿导致水质偏酸性。”茂名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当天气好时，湖面远远看去像碧
绿的宝石，也成了当地群众口中
的“城市边的九寨沟”。

至今，露天矿区已完成9000
多亩、50 余万株的复绿工程，树
种成活率在 85%以上，有效地改
善了矿区植被环境。

在露天矿的修复中，当地还
通过改造废弃厂房，建起博物
馆。2019年，茂名露天矿博物馆
正式开馆，也成为广东首家矿产
遗址博物馆，承载着当地矿业历
史文化和油城精神。

“好心湖”成生态新名片

茂名露天矿区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治理，绿水青山正日益变

成造福群众的金山银山。
2017 年 8月，矿坑湖被命名

为“好心湖”，水面面积约 6平方
公里，蓄水量为 1.6 亿立方米，绕
湖而修的好心湖碧道全长15.2公
里。在碧道建设过程中，茂名市
将其与河湖治理、生态保护与修
复、文旅产业紧密结合，实现了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的有效提升。好心湖碧道成为广
东水科院河长制研究院推荐的广
东“十大浪漫碧道”。

如今 40 公里的环湖公路已
全线贯通，假期休闲、旅游的市
民也越来越多。近年连续几个春
节期间，露天矿生态公园累计接
待游客均达80万人次以上，排在
当地热门景区首位。

生态环境改善也带来新的产
业发展机遇。在茂名露天矿曾经
的北排土场，清洁能源正蓬勃发

展，当地将排土场改造成目
前茂名首个地面光伏电站
——广东粤电茂名露天矿“林
光互补”项目，集约利用土地，土
地上方空间建设光伏，下方种植
花卉、苗圃，每年为电网提供清
洁电能 10321 万度，相当于节约
标煤 3.93 万吨，减少灰渣排放量
约1.21万吨。

“茂名是补齐历史欠账，再造
了一个绿水青山的‘宝藏’留给
子孙，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茂名露天矿
公园成了我们的城市名片，绿色
发展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基
调。”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管
理处负责人表示。

目前，茂名露天矿的生态修
复还在继续完善，将聚焦矿山遗
址、乡村振兴、户外运动，加快露
天矿生态公园提质改造。

⬆露天矿生态公园全景

⬅气势磅礴
的石化工厂点燃
了茂名的夜空

农业总产值连续突破千亿元B
拥有山海全地形资源的茂名，地

理位置优越，农业资源禀赋丰富。从
碧海银沙的电白一路往北，到连绵大
山的信宜，分别种植有沉香、荔枝、龙
眼、化橘红、三华李，河沟鱼塘里还有
数之不尽的罗非鱼，现代农业体系跃
然眼前。2021 年，茂名农业总产值
1042.75 亿元，实现连续两年超千亿
元，切实发挥了农业“稳定器”和“压舱
石”的作用。

荔枝产业是茂名富民兴村的重要
产业。十年来，茂名市先后建成茂名

市荔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茂名市
省级荔枝优势产区产业园、茂名市省
级荔枝跨县集群产业园、高州市荔枝
省级产业园。今年，茂名围绕荔枝精
深加工，引进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康
公司，研发推出更多“荔字号”新品，

“从论箱、论盒卖到论粒、论棵、论片定
制”，以“荔枝定制”模式提高荔枝产业
效益；深入挖掘荔枝文化，把荔枝产业
发展与食品加工业、都市休闲观光有
机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高州市根子镇桥头村村民何叔

说，茂名全力打好荔枝产业产销“组合
拳”，力促品牌提升、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合力破解了“丰产烂市”“荔贱伤
农”难题，“以后再也不愁荔枝销路，还
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日子越过越好。”

茂名荔枝逐渐从经济作物向乡村
振兴主产业华丽转型。茂名总结荔枝
产业发展经验，进一步探寻其他细分
特色农业品类发展路径，提出打造荔
枝、龙眼、沉香、化橘红、三华李“五棵
树”、罗非鱼“一条鱼”和预制菜“一桌
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在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茂
名着力加强农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力
补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短板，拉长农业
产业链。目前，全市市级以上 111 家
农业龙头企业中，加工型企业 59 家，
占53%。全市农产品加工总产值突破
900亿元，成为茂名市支柱产业之一。

此外，依据各地区域特色和产业
优势，茂名积极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按“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的发展模
式，着力提升产业集聚、集群、集成水
平，加快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水东湾跨海大桥

⬆城市里
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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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茂名地区生
产 总 值 为
3698.10亿元，第
一产业增加值为
648.85亿元，第二产
业增加值为 1319.24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730.01亿元。

●2021年发布的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茂名市常住人口
10 年 增 加 逾 35 万 人 ，增 长
6.12%。

●2021年茂名完成农业总产值
1042.75亿元，实现连续两年超千亿元，
是广东首个农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
地级市。2021年茂名市海洋生产总值预计
为637亿元，2021年水产品总产量93.3万
吨，其中海水产品60.12万吨，淡水产品33.18万
吨。

●2021年，茂名市全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72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24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156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