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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榕榕 通通讯讯员员 贾贾鹏鹏

很多人都知道，乐陵有一
个灵动的别名，叫“枣城”。

“1988年以前，那时的乐陵
人民多务农桑，以传统农业为
主导，但乐陵却有一大特色经
济作物——— 金丝小枣，并被国
家林业部定为金丝小枣出口基
地市。”乐陵市首任市委书记、
已年愈八旬的离休老干部郭连
祥回忆道。

“金丝小枣是乐陵的金字
招牌，也是每一个乐陵人童年
的记忆。乐陵人自古就有发展
枣树的传统，1988年，枣树总株
数已发展到1000万株，年产干
枣1500万公斤，既增加了农民
收入，又促进了农业发展。”郭
连祥说。

“撤县建市给乐陵带来了
新机遇”。站在新的起点，经过
思想观念的碰撞，乐陵的决策
者意识到，只有解放思想、更
新 观 念 、改 革 创 新 、实 干 争
先，才能加快发展。当前首要
任务是依托枣树发展，振兴乐
陵经济。

1989年9月1日，乐陵市举
办了首届“中国乐陵金丝小枣
节”，共接待外地客商1300人，

签订小枣贸易合同100多份。首
战告捷，于是，乐陵市委、市政
府决定，以后每年9月举办小枣
节和经贸洽谈会，以此作为实
施“红枣工程”，扩大对外开放
的重要创新举措。

1995年，乐陵市实施“枣树
富民”战略，实行“地随树走树
随人走，谁种谁有”新政，在全
市掀起枣树发展热潮，到1999
年，全市枣树总株数发展到
2000万株。2000年，乐陵市被国
家林业局、中国经济林协会命
名为“中国金丝小枣之乡”。

就这样，通过一届届党委、
政府的接力做大枣文章，小枣
节越办越有创意，小枣产业越
做越大，链条越伸越长。2006
年，小枣节改名小枣文化节；
2012年，小枣文化节转型升级
为红枣暨果品产业博览会；到
2015年，乐陵已培植起汇源、德
润、百枣纲目等40多个全国枣
业知名品牌，开发出十大系列
140多种产品，建成中国金丝小
枣文化博物馆、百枣园、冀鲁边
区革命纪念园等20多处文化旅
游景点，小枣全产业链年产值
过20亿元。

2016年，乐陵“一核两带五
组团”的文化旅游框架拉开，以
千年枣林游览区为龙头的生态
乡村游，以冀鲁边区革命纪念
园为主体的红色文化游，以碧
霞元君故居、文庙等为依托的
传统文化游，以泰山体育博物
馆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游，以希
森新村为代表的特色民宿农村
游等5大组团亦渐次拉开框架，
30万亩千年枣林游览区成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

“枣香千年，历久弥新。”30
年来，从卖小枣走到今天的卖
品牌、卖旅游、卖文化，乐陵文
化韵味越来越浓。漫步30万亩
千年枣林游览区，展现在人们
面前更多的是红枣文化与红色
文化的共融、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的和谐。“下一步，我们将
努力弘扬红枣文化和红色文
化，主打小枣文化节、枣博会和

‘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的
红色旅游品牌，把乐陵建成名
副其实的中国北方知名的健康
休闲旅游目的地。”乐陵市长王
大山坦言，他们将按照“全市就
是一个大景区”的创新理念，来
建设“一核两带五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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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记——— 枣香千年，历久弥新

对乐陵这座文化名城而
言，积淀的远不止历史和文化，
更有厚积薄发的经济发展。

1988年乐陵撤县设市时，
乐陵的“工业立市、工业兴市、
工业强市”战略便拉开了序
幕，优化发展环境、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工业经济快步前
行。这一进程中，持之以恒的
体制改革和创新为乐陵工业发
展一次次解除束缚。

回忆这段征程，乐陵人记
忆犹新。建市以前，乐陵的工
业以酒厂、农药厂、电器厂、机
械厂、木器厂等国有和集体企
业为主导，且都没有形成规
模，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为
此，乐陵市委、市政府决定从
企业改制、品牌创新入手，发
展壮大工业企业。

1989年，乐陵开始股份制
改革试点。1990年至1991年，乐
陵市濒临破产的木器厂、机械
厂先后改制；从炕头缝制垫子
起家的泰山体育器材厂产品成
功打进北京亚运会；1998年，以
股份制、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民
营企业步入规模化、集约化、品
牌化的发展轨道，成为乐陵工
业发展的主体；进入21世纪，以

泰山、金麒麟、华乐、国强、希
森、飞达等骨干企业集团为龙
头的产业集群，成为引领乐陵
工业发展的支柱。

“乐陵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2000年2月，2006年经省政府批
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国家核
准面积为4平方公里。”乐陵市
规划局负责人朱长彬对这个数
字记忆犹新。此后几度扩展提
升到27 . 52平方公里，而今乐
陵已建成经济开发区、循环经
济示范园、南部生态区、东部
生态旅游四大片区，共有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223家，形成了五
金机械装备制造、体育、农副产
品深加工、汽车零部件、新能源
汽车、调味品、精细化工等七大
支柱产业，2017年，七大产业实
现产值达210亿元。

把时间倒转回1987年，全
市工业总产值为2 . 8亿元，而到
2017年，这个数值达到1000 . 3
亿元，这增加的300多倍，挺起
了乐陵工业经济的脊梁！

如今，随着创新转型深入
推进，“工业兴市、工业强市”
的战略目标在乐陵已变成现
实，全市呈现出厚积薄发的转
型佳绩：五金机械装备、体育、

调味品等七大主导产业全部
迈入百亿行列，成为国家体育
产业基地、全国汽车零部件出
口基地、中国调味品产业城、
中国建筑五金产业基地；齐鲁
制药、汇源、中广核等65家央
企、名企相继成功落户；金麒
麟集团在沪市主板成功上市，
成为德州市第一家主板上市
的民营企业；泰山体育产业集
团为正在印尼举行的亚运会
提供了近十个项目、数万件的
比赛及训练器材；希森马铃薯
产业集团研发的希森6号马铃
薯亩产达到9 . 58吨，几度刷新
马铃薯高产世界纪录，今年连
续四次登上央视新闻；经济开
发区获批省节能环保产业基
地；循环经济示范园成为省级
化工产业园区；全市拥有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技
创新平台 247个，先后承担
市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49项，
36项科技成果通过国家及省、
市鉴定，22种自主研发的产品
处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3 0%以
上，连续三年荣获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市。

经济发展——— 工业强市，厚积薄发

漫步乐陵市人民广
场，两侧宣传栏展出的“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乐陵
撤县建市30周年图片展”
吸引广大市民纷纷驻足观
看，老街景、老文化楼、老
政府大院等一系列老照
片，勾起了几代乐陵人满
满的回忆。

1988年，撤县建市前
的乐陵，老城只有“四关两
巷子、一条主大道两条街，
且无一处公共绿地”，用百
姓话说，“一根烟没抽完，
全城便已逛遍”。对于城区
面积仅有7 . 7平方公里、人
口不到2万人的乐陵来说，
座落于盘河边三层高的文
化楼无疑就是城市地标
了。“那时的文化楼附近有
盘河、人民影院、商场，也
是当时城市最繁华的地
段”。在市民杨吉昌的记忆
里，文化楼是当时乐陵最
高的建筑。

1997年，乐陵市拆除
文化楼，新的文化娱乐中
心破土动工，15万平方米
的盘河风景绿化带建成；
2001年，总面积1 . 86万平
方米的文化娱乐中心及文
化广场建成，很快取代了
文化楼在乐陵人心目中的
位置，成为乐陵市民休闲
娱乐的聚集地，系列广场
文化、群众文化活动如火
如荼地举行。

如今的乐陵，从空中
俯瞰，跃马河、盘河从乐陵
城中蜿蜒而过，八纵七横
的主干街道，四通八达的
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花
木成荫的公园，人流如织
的商超，布局有致的居民
小区，一座绿色满城、生态
优美的宜居宜业城市正在
崛起。有资料显示，2017
年，乐陵城区面积达30 . 98
平方公里，城区常驻人口
已达25 . 9万人。

在外经商的个体工商
户王东认为乐陵30年里变
化最大的应该是交通。“以
前去北京至少要七八个小
时，就连从乐陵到济南也
要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
直达高速，去北京只用2个
多小时，去济南只用1个多
小时。就是通往乡村的路
也都硬化了，路面宽阔而
平坦。”

回望撤县设市30年，

乐陵这片大地上交通建设
的步伐一刻不停。2007年，
乐陵就实现了村村通柏油
路；2009年，新建改造城区
道路10条；2014年，新修农
村公路600公里，131公里
的大外环线已经形成，农
村公路网格化工程完工，
济 乐 高 速 建 成 通车；到
2017年，共建设改造农村
公路1000余公里。

不仅是交通，千年枣
城新崛起的成果处处惠及
人民：城市品位大大提高，
城区黄金地段建成12处公
园绿地，真正形成“5分钟
公园休闲圈”；城区绿地面
积达800多公顷，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43 . 3平方米；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建成20万亩国家储备林、
跃马河等4个湿地公园，马
颊河等4个景观带；构建
起“产业镇+特色村+精品
点 ”的 乡 村 旅 游特色体
系，涌现出千年枣树森林
公园、龙悦生态观光园等
40多家高标准乡村旅游
点；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全市1089个村纳
入城乡环卫一体化模式
运行，实现全覆盖；乡村
所有校舍全部实现了楼
房化和抗震平房化，高分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市验收；城乡居
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新农
合 、新 农 保 实 现了全覆
盖，成功创建全国“健康
促进县(市)”；实现城乡安
全饮水“一体化”，70万城
乡居民全部用上了安全
清洁的“放心水”；精准扶
贫实现了预期目标，低保
救助标准，大幅提升，养老
服务体系，基本完善。

“回顾30年辉煌成就，
我们心怀喜悦、倍感自豪；
回味30年奋斗历程，我们
心存感激，倍感欣慰。”乐
陵市委书记樊廷雷满怀豪
情：“乐陵市将以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为统领，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加快乡村振兴为总
抓手，拉高标杆，改革创
新，实干争先，全力打造

‘和谐乐陵、活力乐陵、诚
信乐陵、生态乐陵，奋力建
设‘富美和谐区域性中心
城市’，努力实现千年枣城
新崛起。”

百姓生活———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风风雨雨沧沧桑桑三三十十年年，，砥砥砺砺奋奋进进三三十十载载。。

把把岁岁月月时时钟钟回回拨拨到到11998888年年99月月11日日，，经经国国务务院院批批准准，，撤撤销销乐乐陵陵县县设设立立乐乐陵陵市市 ((省省辖辖县县级级市市))，，这这是是乐乐陵陵发发展展史史上上具具有有里里程程碑碑意意义义的的重重要要一一刻刻。。

岁岁月月流流金金，，时时光光更更迭迭，，辗辗转转3300年年，，乐乐陵陵这这座座千千年年枣枣城城上上演演着着沧沧桑桑巨巨变变。。

3300年年前前的的乐乐陵陵，，城城旧旧、、路路窄窄、、楼楼矮矮，，人人们们为为生生计计而而忙忙碌碌；；3300年年后后的的今今天天，，这这里里城城美美、、路路畅畅、、楼楼高高，，人人们们为为品品质质生生活活而而追追求求。。

回回溯溯这这段段历历史史，，点点点点滴滴滴滴的的变变化化之之中中，，都都洋洋溢溢着着无无数数乐乐陵陵人人的的精精彩彩和和感感动动，，更更离离不不开开无无数数乐乐陵陵人人的的创创新新和和实实干干。。

从四关两巷到满城花园

从卖小枣到卖旅游、卖文化

从破产企业到上市公司

乐乐陵陵城城即即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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