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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運王三運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在全國 「兩會」 間接受本報採訪時表
示，甘肅正處在政策、機遇疊加的黃金發展期，將以大開發大
開放姿態，搶抓發展機遇，挖掘後發潛力，加強招商引資，承
接產業轉移，培育優勢產業，力推動經濟轉型跨越發展，社
會和諧穩定發展，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確保與全國同步跨入全
面小康社會。 本報記者：楊韶紅 實習記者：郭倩倩

中共甘肅省委常委會於2月8日審議通過《中
共甘肅省委關於在全省開展 「聯村聯戶、為民富
民」行動的意見》，於2月20日召開全省電視電話
動員大會，部署具體工作，啟動全國省市區及甘肅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 「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

基本原則：四級聯動、綜合帶動、全面覆蓋、
務求實效、長期堅持。

主要任務：宣傳政策、反映民意、促進發展、
疏導情緒、強基固本、推廣典型。

聯繫對象：以全省 58 個貧困縣、8790 個貧困
村為重點，由40多萬名幹部聯繫40多萬特困戶。

聯繫方法：省級領導聯縣聯村聯戶，每人聯繫
1-2個貧困縣（市、區），並在聯繫縣聯繫1個貧
困村和不少於5戶特困家庭；部門聯村，納入參與
範圍的單位根據幹部人數分別聯繫一定數量的貧困
村；幹部聯戶，在所屬單位聯繫的貧困村中，地廳
級幹部每人聯繫不少於3戶、縣處級幹部每人聯繫
不少於2戶、其他幹部每人聯繫不少於1戶。一次
確定聯繫對象、分期分批進村入戶，保持全年聯繫
工作不斷，不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不脫。

「三個防止」 ：堅決防止增加基層負擔、形式
主義和弄虛作假。

「八個不准」 ：不准向基層提任何不合理的要
求，不准接受基層的吃請和報銷開支，不准收受基
層饋贈的錢物和土特產，不准參與公款娛樂消費，
不准包辦代替基層組織的正常工作，不准做違背群
眾意願、侵害群眾利益、有違當地風俗習慣的事
情，不准干擾村民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不准搞層

層陪同和迎送。
「三大工程」 ：努力打造機關作風轉變的形象

提升工程、教育培養幹部的能力鍛造工程、造福人
民群眾的德政民心工程。

帶頭進村入戶 同吃同住同勞動
王三運不僅在 「全省開展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

動動員大會」上親自做動員講話，強調 「行動」是
省委作出的一項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決策，廣大
幹部要帶感情下基層、帶問題下基層、帶責
任下基層，更要在具體工作中力做到 「四個體
現」，重視 「三個防止」，打造 「三大工程」。他
更在大會次日率先下到自己的聯繫點──全國知名
的會寧縣，以實際行動落實省委的決策部署。

他在會寧縣甘溝驛鎮鍾家岔村的兩天中，不僅
馬不停蹄出東家入西家，行走在鄉村小路上，與農
民一起在田間勞動，吃農家飯，睡農家炕。還向村
民莊嚴承諾： 「在全省開展 『聯村聯戶、為民富
民』行動，不是做樣子，也不是一陣風。不實現全
面小康，我們就不脫；即使實現了全面小康，我
們也要堅持。」並不斷鼓勵百姓： 「我們雖然還很
貧困，但前景一片光明，只要我們一起奮鬥，就一
定能夠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

他負責聯繫的該村村民史治軍、王國棟、張文
研沒有想到，省委書記在動員會後就馬上來到自己
的村，更讓史治軍沒有想到的是，省委書記會帶
被褥住進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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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履新，從經濟相對發達的安徽省省長職位
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的王三運認為，雖然甘肅目前與發
達地區甚至一些西部省區相比都存在較大的發展差
距，依然還是典型的經濟欠發達省份，特別是多項經
濟指標在全國排列靠後，但甘肅的區位優勢、資源特
色，尤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擁有的政策條件非常難
得，機遇疊加，開發潛力不容小視。

黃金發展期開發潛力巨大
他介紹，甘肅正面臨西部大開發、新一輪扶貧開

發和國內外產業加速西移的重大歷史機遇。其間，甘
肅擁有國家支持西部大開發、中央新十年扶貧開發、
鼓勵外資到中西部投資、鼓勵擴大內需、支持革命老
區建設、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一系列有力政策以
及為甘肅量身定做的47條扶持政策和國家唯一循環經
濟試點省平台。

他說： 「我們正力研究，加強對接落實，使其
盡快變為推動甘肅加快發展的具體措施和項目。這其
中許多是甘肅所獨有的，尤其國內外產業加速向西轉
移，正與甘肅的區位和資源條件、能源和原材料保
障、土地和勞動力供應以及綜合成本低廉等比較優勢
相對接。因此，甘肅目前正處在一個政策、機遇疊加
的黃金發展期。雖然目前我們還存在發展不足的問

題，但這也正是我們的後發優勢和開發潛力所在。我
們將按照中央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聚精會神抓發展，努力做大經濟總
量，把經濟搞上去。」

承接產業轉移促經濟轉型
王三運說，甘肅經濟結構偏重是當前需要加快解

決的重要問題，國內外產業的西移為甘肅有效解決這
一問題帶來良機。甘肅將積極用好現有的資源和市
場，營造大開發大開放氛圍，力擴大招商引資，增
強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積極依託新的產業項目，不斷
優化和改善原有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

他亦同時強調： 「我們承接產業轉移不是撿破
爛，必須立足高起點、高水平。我們將嚴把項目准入
關、環境評估關、投資強度關。」

王三運指出，調整產業結構是經濟轉型跨越發展
的關鍵。不僅要堅持用高新技術改造石化、有色、冶
金、煤炭、電力、建材等優勢產業，培育蘭州、慶
陽、玉門三大石化基地，隴東、中部、河西能源化工
基地，西部不銹鋼、鈦合金產業基地，提升傳統優勢
產業發展後勁，更要加快開發風、光能源及各類服務
業等新興產業，使其迅速發展壯大，力提升甘肅產
業發展的層次和水平。

王三運說，我們也希望在這方面得到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大力支持，得到港澳台投資的大力關注。我
們也在認真研究金融招商工作，爭取使港澳台資金通
過更多渠道、更多形式參與到甘肅的開發建設中來，
並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王三運還表示，甘肅目前還有較大的貧困面，既
要加快開發，更要做好惠顧民生工作。除了解決好上
學、就醫、養老、行路、飲水等問題，切實抓好民生
工程外，還要搶抓國家實施新十年扶貧開發攻堅歷史
機遇，力做好甘肅58個縣（市、區）的扶貧開發工
作，解決好全省各地貧困人口的脫貧致富，更要面對
甘肅自然災害多、民族成分多情況，力提升社會管
理能力。

他說： 「我們要切實保持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發
展，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

富民產業聯村聯戶助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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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運認為，昨天的投資結構就是今天的產業結
構，今天的投資結構決定明天的產業結構。

他說： 「加快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
工作。我們正加快建立促進服務業發展的統計指標體
系、考核評價體系、政策扶持體系。組織制定相關政
策方案，並力爭能夠更有特點、新意，更有吸引力和
激勵性，以促進和推動我們的服務業加快發展。服務
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是我省產業發展的一個短
腿，我們要把握工業化和服務業長期融合的趨勢，發
揮我省區位、科教、資源等優勢，不失時機地大力發
展生產型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特別是文化旅遊是
我省的一個特色優勢。」

他指出，被譽為全國 「三大」地方學的藏學、敦

煌學、徽學中，甘肅佔有一席之地還多一點。他認
為，認真發掘敦煌文化、絲路文化、黃河文化，打造
「全國華夏文明的保護、傳承和創新示範區」，不僅

可以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相融合，更可以把中華民
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傳承、保護、展示、創新有機
融合在一起。

他說： 「這不僅是開發一個產業，更是完成一項
偉大的國家工程、民族工程。」

大開發大開放是必由之路
在記者詢問甘肅實現 「十二五」跨越發展的支撐

和依託問題時，王三運說： 「加快經濟轉型、提升產
業優勢、壯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都是重要的
力點，改革創新，開發開放更是關鍵點。我認為推
動大開發大開放是實現甘肅轉型跨越的必由之路。」

我們全省上下要牢牢抓住面臨機遇、強化奮力跨
越意識，以思想的大解放促進觀念的大轉變，千方百
計營造真正有利於加快發展的環境和體制機制。尤
其，在當前各省招商工作已進入一個白熱化競爭階段
的情況下，我們既要用優惠的政策，更要用優良的服
務力營造一個能夠招得來、留得住、能發展的政務
環境、法制環境、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

他說： 「我們的大開發講究高起點，大開放講究
全方位。我們將切實打造大開發大開放平台，加快
『走出去』， 『請進來』步伐，加強同港澳台和兄弟

省份及世界各國的交流合作，努力招大商、大招商，
創造甘肅加快發展的熱烈氛圍、優良環境，迎接四海
客商，承接八方產業，共同興業發展。」

開掘資源加快發展文化旅遊業開掘資源加快發展文化旅遊業

王三運介紹，甘肅深入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正
成為其跨越發展的新 「引擎」，也將為境內外投資創
造新的良機。

他說，我們的做強做大 「中心」戰略，將力促
進蘭（州）白（銀）核心經濟區加快發展，不但要
力加強園區建設，更要加快發展特色產業。我們蘭州
新區裝備製造、石油化工、IT 動漫、生物醫藥等系列
園區的規劃及白銀高技術產業園、工業園、物流園等
系列園區的功能細分和規模成型，都將為各方投資提
供絕佳良機，為培育發展新實業搭建平台。熱烈歡迎
國內外客商前往考察了解、投資興業！

他介紹，圍繞發揮 「中心帶動」作用，甘肅省已
制定《加快推進蘭州新區建設指導意見》和《蘭州─
白銀經濟區發展規劃》，重點支持蘭州新區建設特別
是基礎設施建設，並已爭取獲批了白銀國家新型工業
化產業示範基地，為蘭白核心經濟區加大招商引資，
承接產業轉移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發揮區位優勢加快開發開放
他還介紹，除蘭白中心區外，隴東能源化工基地

及河西新能源基地是甘肅力發展的 「兩翼」，也是
重點的開發建設區。同時，隴東南的天水、隴南、平
涼、慶陽4市整體融入關中─天水經濟區，將推動煤化
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旅遊、農業等產業的融合
促進、轉型升級。酒泉─嘉峪關、金昌─武威區域經
濟一體化，將力打造有色金屬、精細化工、綠色食
品等循環經濟產業基地。

按照把甘肅建成西北乃至全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
障、長江和黃河重要的水源補給區、連接歐亞大陸橋
的戰略通道、溝通西南西北交通樞紐的戰略定位，將
力部署好生態建設，公路、鐵路、民航、綜合交通
樞紐建設，以互利共贏的開放姿態，大力拓展中亞、
西亞市場，推動國家向西開放戰略的實施。

他認為，這其中都孕育無限商機，將為各方合
作提供條件。

強化金融服務多渠道解資金難題
王三運坦言，目前，資金問題依然是制約甘肅發

展的核心問題。
他說，金融業不僅是全省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

分，更是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我們要努力加快
金融業發展，力增強經濟發展的保障能力。一方
面，要在發揮好全國金融機構主力軍作用同時，大力
發展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和投融資公司、
地方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
設。另一方面，要引導金融加大對地方經濟的支持力
度。通過多條路徑積極解決問題。既在政府引導、市
場運作下建設投融資平台，吸引更多的戰略投資和社
會資本，又積極搭建銀企合作平台，爭取信貸規模，
鼓勵企業上市融資。尤其要培育面向小、微企業和
「三農」的金融機構，探索創新適合中小企業信貸模

式，通過良好的金融服務環境促進建設開發。

區域開發為境內外投資創良機區域開發為境內外投資創良機

冀港澳台資金關注支持冀港澳台資金關注支持
甘肅啟動 「聯村聯戶、為民富民」 行動

王三運簡歷

▲新任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新任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

▼西部大通道關鍵路段寶天高速公路全線貫通▼西部大通道關鍵路段寶天高速公路全線貫通

▲蜚聲海內外的甘肅藝術精品▲蜚聲海內外的甘肅藝術精品──舞劇《大夢敦舞劇《大夢敦
煌》劇照煌》劇照

王三運在白銀區武川小區調研移民搬遷後的生活情況王三運在白銀區武川小區調研移民搬遷後的生活情況

▲王三運考察金川集團▲王三運考察金川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