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山，有温度的物流之都
连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向“东方商都”“国际陆港”迈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臧德三 徐华

兰山区是沂蒙革命老区，也是临沂市委、市政府驻地区。临沂
曾是全国闻名的连片贫困地区。振兴革命老区，让老区人民过上好
日子，是沂蒙儿女共同的梦。作为中心城区，几届兰山区委、区政府
班子接力前行。从改革开放、大干快干，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再
到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与民生的良性互动中，兰山
全面小康梦一步步实现。

如今，兰山已成为临沂市首个GDP过千亿元的县区，连年跻身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乘着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物
流之都按下了向现代物流迈进的加速键，向着幸福出发。

曾经的小地摊，

正迈向一带一路“东方商都”和“国际陆港”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
胆有识的精明人从南方贩来服
装在临沂西郊摆地摊。这是临
沂商城的萌芽。

1986年10月，临沂商城第
一个专业批发市场——— 纺织品
市场的开业，拉开了临沂批发
城建设的序幕。有了大棚底市
场，临沂西郊由五天一集变成
了天天逢集，最初的市场慢慢
壮大起来。

目前，临沂商城共拥有专
业批发市场123处，经营品类6
万多种；物流经营业户2300多
家，拥有国内配载线路2000多
条，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
市，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和口岸，
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低30%左
右。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临沂时指出：“临沂物
流搞得很好，要继续努力，与时
俱进，不断探索，多元发展，向
现代物流迈进。”

2019年，兰山区在临沂西
城规划形成了国际陆港、临沂
商谷两大片区，打造一带一路

“东方商都”和“国际陆港”，成
为临沂在鲁南经济圈发展中勇
当排头兵的主阵地。

正在规划建设的国际陆港
片区划分为G2科技物流基地、
公路港核心区、综合仓储区、铁
路港核心区、陆港商务区、大宗
货物功能区、产业加工功能区、
生活配套区等8大功能区，打造

“一带一路”中转物流节点、“一
单到底”公铁海多式联运服务
枢纽、大宗货物进出口集散平
台。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公路物
流分拨中心、集散中心、接驳甩
挂中心。长在高速公路上的“现
代物流园区”“现代商贸城”，将

进一步擦亮临沂“物流之都”的
金字招牌。

与现代物流互为支撑的市
场，也在加快新业态项目布局，
向现代商城升级。占地3 . 4平方
公里的临沂商谷核心区规划新
型市场、国际贸易、综合配套三
大功能区，以建设“四新”经济
展示区、商品展示交易区、精品
样板区、资金集聚区、电商直播
示范区为目标，主要布局会展
经济、国际贸易、现代金融、科
创孵化、直播电商、全球直采、
物流平台、物流学院等新兴业
态，全方位打造“东方商都”国
际会客厅。

如今，临沂快手直播电商
注册量全国第一，仅兰山区就
已建成10个直播电商基地，有
直播带货业务的直播电商有
5000余家。电商直播基地可为
商户提供线上商城、金融支持、
运营培训、仓储物流和供应链
经营等一站式直播服务解决方
案。随着山东省首个电商直播
基地—顺和电商直播基地的建
立，短视频直播电商在兰山快
速崛起。

2020年9月1日零时，6家临
沂本土企业满载文具、五金、服
饰等出口商品的集装箱，将在
临沂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完成申
报，顺利出关分别发往德国、匈
牙利的海外仓以及泰国、阿联
酋等地。这是全国跨境电商企
业B2B出口第二批试点首批申
报货物，也是全国首批跨境电
商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海外仓
出口业务。

随着商城布局全球步伐加
快，临沂已与65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海
外商城和海外仓多达10处。

民营经济唱主角，成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区”

民营经济发展好坏，是评
价一个地方投资潜力的直接看
点。而兰山区民营经济唱主角
的格局，恰恰是其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的最有力证明。这里，已
经 成 为 全 国 闻 名 的“ 木 业 之
都”、全国最大的肉制品加工基
地、全国水表之乡，创新创业者
的圆梦之地。

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
是坐落在兰山区半程镇的一家
涵盖肉制品深加工、大豆制品加
工和污水处理三大产业的综合
性大型企业。其中，集团年屠宰
加工生猪2000万头、肉鸡2亿只、
年产肉及肉制品300万吨的生产
能力，是中国最大的生猪屠宰企
业。

鲁南制药，已成长为山东省
创新百强企业和山东省双创示
范基地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位列中国民营企

业制造业500强第439位,中国医
药工业100强第25位,成功入选

“中国医药行业最具影响力百强
企业”“中国医药最佳研发产品
线十佳工业企业”。

按照临沂市“龙头企业带动
一批、中小企业抱团一批、小微
企业联合一批”的要求，兰山区
在义堂镇西部规划建设了占地
18 . 9平方公里的木业产业园区，
全面启动11条园区道路建设，统
筹推进企业邻里中心、人才公寓
和木业大厦等建设，打造全省木
业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板材产
业创新升级先导区。年内将完成
36个高端木业项目入园集聚发
展，辐射带动288家中小企业转
型提升。投资建设2处众创园，引
导230家小微企业“拎包入驻、进
园生产”。绿色家居、全屋定制等
产业链终端项目13个，构建从原
木进口到板材生产加工、全屋定
制、绿色家居到木产品销售再出

口的全产业链条。
同时，兰山区借鉴木业转型

经验，加快仪表产业园、绿色食
品城、塑料科技城、体育用品城
建设，引导企业入园转型、集聚
发展。

“今天土地手续公示期一结
束我们就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
紧接着就拿到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三个证件全部出
齐，这可是真正‘拿地即开工’
啊！”拿着同步获批的手续证件，
落户木业产业园区的山东欧普
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姜自兰难
掩兴奋之情。

今年，兰山区在全省率先采
用“跨市区镇三个层级、并联审
批”方式审批，瞄准拿地手续和
施工手续这两个关键要素，在政
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流程
再造以缩减审批时间，助推木业
项目加速落地。

乡村美景如画，外出多年的村民又回来了

“原来村子比较落后，这
几年我们村变化太大了，甚至几
个月就变个样。”在河边的树荫
下乘凉的兰山区半程镇下艾崮
社区人周宽说。宽阔整洁的马
路，墙壁上的彩绘展现了发生在
这里的临沂战役和姜庄战斗故
事，吸引着人们驻足观望。在村
子的东面，一条河流贯穿村子南
北，岸边绿树成荫。

今年64岁的姜兆西出生并
成长于下艾崮社区人，21岁时
跟随父母去黑龙江工作。2017
年，姜兆西回老家探亲，村庄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有了回乡
定居的想法。在和社区沟通
后，2019年，姜兆西在家乡老
宅建起了3间瓦房。今年6月，
他又将一家6口的户口迁到了社

区，如今一家人已在下艾崮居
住了1年。

近年来，下艾崮社区重点
打造红色基地，此外对河两岸
进行绿化、亮化、美化等提升
改造，对污水进行无害化处
理。环境变好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村里
已对15家农户进行民宿改造。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兰
山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统
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致力
打造“城郊美丽乡村、农民幸
福家园”，努力打造宜业、宜
居、宜游的都市美丽乡村、农
民幸福家园，逐步实现多点开
花、全面推进。目前，兰山区
拥有6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0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个
市级美丽乡村建设片区。

山坡层层叠叠，过去的矿
坑已变成碧绿池塘，曾经灰秃
秃的矿山已变得郁郁葱葱，围
水而建的艺术酒店框架已初具
规模，2000余平方米的红色历
史展厅即将完工……这是被誉
为临沂后花园的茶芽山田园综
合体施工现场。

茶芽山田园综合体项目以
“山为骨、水为脉、绿为基、蓝为
本、红为魂”为理念，立足红色文
化和生态资源，对石屯老村进行
保护性开发。一期建设将于年底
完工，涵盖茶芽文旅、田园农业、
康复医疗、乐活宜居、花果乐园5
个板块，届时市民又多一休闲度
假好去处。

小康路上，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9月23日，兰山区汪沟镇王
家沟村，60岁的脱贫户杜元山在
院子西头新盖好的厨房里做饭。

“我家年人均收入过万元，儿子
今年上大二，学费全免还有助学
金。遇上好政策，苦日子可算到
头了。”杜元山表示。

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兰
山区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等重
点领域，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一鼓作气，自抬标杆，推动脱
贫攻坚战从“全面扫尾”向“巩固
提升”迈进，从基本完成向全面
胜利前行。

“三位一体”大格局让扶贫
更富实效、更加长效。兰山区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统筹推进
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危房改造、兜底保障、就业扶贫、
扶贫扶志、社会帮扶、贫困村提
升等九大行动，形成了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
体”的大扶贫格局。

发挥产业行业优势，“先富

带后富”形成风气。在汪沟镇省
定贫困村沙岭子社区，一条“华
强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19
个“华强大棚”成为家门口的创
业基地。提起这个村的变化，村
党支部书记闫淑强一个劲感谢
华强集团：“企业想得周到、帮得
全面，村里有钱办事，老百姓都
叫好。”

兰山区投入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7606 . 1万元，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59个，带动1384户贫困
户、412个村集体增收820万元，
保障贫困群众长期受益。累计
发放“富民生产贷”5440万元，
补贴企业贴息资金151 . 1万元，
带动1088名贫困人口年均增收
1600元。兰山区成立“百企精准
扶贫联盟”，118家强居、强企对
口帮扶经济薄弱村，援建爱心
车间、蔬菜大棚86个。“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
系统录入9个重点贫困村，对口
接受金锣集团等1 0个企业帮
扶，涉及受帮扶人口296人，帮

扶资金797 . 95万元。探索直播
电商扶贫模式，鼓励电商走进
田间地头直播带货，助力农特
产宣传和销售。

走进白沙埠镇孟家庄，老远
就能听见“孤贫儿童之家”里传
来阵阵儿童笑语。走进才知道，
是“孤贫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正
在玩成语接龙。

“孩子不是吃饱穿暖就行，
还需要用心陪伴与教育，孩子才
能心中有爱，健康成长。”白沙埠
孤贫儿童志愿服务团团长高成
友说。

在服务团的努力下，白沙埠
成立了兰山区首个“孤贫儿童之
家”，26名儿童参加“孤贫儿童之
家”的学习活动。孤贫儿童志愿
服务团兰山团下设12个乡镇街
道分团，共有注册志愿者1300多
人，实现对接帮扶孤贫儿童305
人。今年以来，兰山团志愿者走
访孤贫儿童2000余次，累计出动
1000人次，发放善款20万余元，
物资价值15万余元。

临沂市兰山区连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向“东方商都”、“国际陆港”迈进。

欧亚班列装卸区。

“中国民企制造业50强”鲁南制药智能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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