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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特色資源開發特色資源 打造特色產業打造特色產業
隴隴南南
指標多兩位數增長 糧產首破百萬噸

2011年，隴南市實現生產總值197億元，完成全社
會固定資產投資290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1.2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12.5%、36.2%、18%。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達 1.21 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 2621 元，
同比增長 13.5%、14%；大口徑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收
入分別增長31.7%、39.9%。接待遊客390萬人次，實現
旅遊綜合收入17.2億元。

尤其特色農業質量和效益穩步提升，糧食總產首次
突破百萬噸，一批工業重點項目相繼建成，資源整合和
園區建設取得突破進展，旅遊設施和接待服務水平不斷
提高，市場體系逐步完善，第三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能
力明顯增強。新登記私營企業680戶，註冊資金24.2億
元，非公經濟快速發展。

但隴南市委書記王璽玉仍明確指出： 「目前，隴南
依然是西部典型的欠發達地區。一些主導產業雖已形成
一定規模，但依然存在開發層次低、產業鏈條短、科技
含量不高，競爭力不強等問題；基礎設施雖然正在發生
重大變化，但仍然是全國全省最滯後的地區之一，發展
任務仍然緊迫而艱巨。」

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
隴南確定今年生產總值增長13%以上，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增長1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0%以上
，財政收入增長 1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13%，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5.5%的發展目標。

王璽玉表示，目前要更加充分地研究和運用好各項
政策，學習借鑒引進先進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努力
挖掘和利用好各種資源，突出研究特色資源開發和特色
產業發展問題，着力培育發展一批特色優勢產業和富民
產業，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真正把資源優勢轉化為
經濟優勢。特別要首先解決隴南發展的最大 「瓶頸」制
約，着力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為隴南加快發展創造有利
環境，全力推進扶貧開發攻堅，認真做好災後重建後續
工作，扎實推進 「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真心實
意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

他說，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科學發展、轉型
跨越、民族團結、富民興隴」和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
康的目標要求，隴南將從實際出發，按照省委王三運書
記的要求，努力做好政策應用、資源開發、基礎改善、
關注民生、社會穩定 「五篇文章」，着力樹立標準質量
意識，強化示範競賽活動，着力打造一批在行業內樹標
杆、在全省全國有一定影響的特色亮點，努力提升產業
發展和重點工作整體水平。

提升農業特色產業質量效益
去年，該市新增農業特色產業基地面積 55 萬畝，

特色農業增加值達42億元。糧食總產達102萬噸，首次
突破百萬噸大關。

隴南市市長孫雪濤表示，目前，將大力推廣運用已
掌握的適合在隴南推廣的先進適用技術，把農業科技創
新作為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抓手，不斷提
高科技在農業發展、農民增收中的貢獻率。同時，不斷
加大農業基本建設投入，保證農業科技投入增幅明顯高
於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以規模化發展、標準化建園、
良種化栽培、科學化管理為重點，推進農業特色產業規
模化生產經營，着力打造一批基地面積達到千畝以上的
專業村、萬畝以上的示範鄉鎮。

同時，積極抓好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綠色食品
、有機食品認證、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等工作。大力
開展畜禽標準化規模養殖推進年活動，加大農產品產銷
對接，打造隴南特色品牌。進一步實施好 「萬村千鄉」
市場工程、集貿市場升級改造。加快花椒、核桃、中藥
材、茶葉等重點專業市場建設，努力改造提升農村集貿
市場17個、農家店和直營店400個以上。擴大農產品、
中藥材、蘋果汁等的出口規模，力爭實現外貿進出口總
額1380萬美元以上。

消除交通基建「瓶頸」制約
去年，該市共落實國家投資項目233項。其中蘭海

高速公路渭源至武都段前期工作取得新進展，十堰至天
水高速公路隴南段開工建設，隴南成州民用機場加緊前
期工作。尤其重大項目建設進度進一步加快，蘭渝鐵路
、武罐、成武高速公路分別完成投資計劃的 56.7%、
46.7%和29.1%。

今年更着力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實現200
個行政村1000公里通村水泥路，100個行政村道路硬化
任務；構建交通立體運輸體系，全力做好蘭渝鐵路、武
罐高速公路、成武高速公路、十天高速公路等重大項目
的協調服務，並爭取早日開工建設隴南成州民用機場、
渭源至武都高速公路、禮縣至武都公路等項目，積極論
證做好武都至九寨溝高速公路前期工作。

同時，去年隴南城市建設亦取得新進展，新開工項
目35項，完成投資1.5億元；八縣縣城和示範小城鎮一
批道路、供水、垃圾與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項目順利實
施。改造、新建等級公路1560公里，建成便民橋73座
。完成170個村的環境綜合整治，建成生態文明新農村
232個。實施重大水利項目157項，新修防洪河堤79公
里，新增有效灌溉面積 3.7 萬畝，節水灌溉面積 4 萬畝
，新修梯田6.9萬畝；解決了12萬人的安全飲水。今年
內還計劃新增和恢復有效灌溉面積9萬畝、集雨補灌3
萬畝、節水灌溉 5 萬畝，新修梯田 15 萬畝，解決 20 萬
農村人口飲水安全。

建設連接西南西北通道
利用蘭渝鐵路、武罐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項目建成

運營的機遇，建設武都區市級物流中心和隴南商貿重鎮
，完善花椒、油橄欖、核桃、木耳、茶葉等特色農產品
及中藥材集散交易市場。統籌鐵路、公路、民航和水運
建設，構建各種運輸方式銜接協調、布局合理、運能充
分、快捷通暢、優勢互補、安全環保的綜合運輸網絡，
把隴南建成連接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構建起綜合交
通運輸體系，加快幹線公路與資源開發區、重點旅遊景
區道路聯網。發揮白龍江、白水江適航水域資源優勢，
加快內河航道和碼頭服務體系建設。

構建「大九寨旅遊圈」
在旅遊業發展方面，完成五大精品景區、四大名牌

景區和兩個後續景區規劃編制。建設完善景區遊客接待
中心、觀光步道等服務設施，力爭宕昌哈達舖、文縣天
池、西和晚霞湖創建國家4A級景區，建成10個旅遊示
範村。全年接待遊客46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達21億
元。

隴南 「十二五」規劃確定，依託綠色生態、歷史文
化、民俗風情三大旅遊資源，着力構建以綠色山水為骨
架、古文化為底蘊、原生態民族民俗風情為特色、紅色
旅遊為補充的大旅遊格局。建成最富特色的生態休閒度
假與歷史文化觀光旅遊目的地。圍繞構建 「大九寨旅遊
圈」，提升 「隴上江南」旅遊品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續行整村推進及減貧計劃
隴南大力推進扶貧開發，去年完成100個整村推進

任務，減少8萬貧困人口，建成勞務輸轉基地561個，
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 71.2 萬人，勞務創收 71 億元。隴
南市委、市政府全面完成承諾辦理的 15 件民生實事。
各級財政民生投入達67億元，佔總支出61.5%，不但已
累計發放惠農補貼資金15.5億元，並使九縣區整體納入
國家秦巴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今年繼續制
定實施整流域整鄉推進試點9個、整村推進100個，減
少貧困人口8萬人，並力爭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高
於全省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完成勞務輸轉70萬人次，
實現勞務收入 66 億元計劃。市委、市政府再次確定 10
件民生實事。

制定引資優惠政策加強協調服務
隴南去年新開工市列重點項目195個，竣工76個，

完成投資135億元。簽約招商引資項目127個，簽約資
金達 119 億元，到位資金 55 億元，合同履約率達到
80%。

王璽玉介紹，過去幾年雖是隴南災害頻發、困難重
重的幾年，但也是投資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他說，
由於災後重建、擴大內需、深圳援建和高速公路、鐵路
等重大項目的集中實施，隴南連續幾年保持了投資的高
位運行。但隨着災後重建任務的完成，國家投資相對減
少，投資下行壓力增加，尤其是投資結構單一問題突出
顯現。目前，全力做好招商引資、爭取項目、開發開放
工作成為全市上下的重要任務。

他說： 「我們不但要深度研究招商方式，加大招商
引資力度，更要積極制定出台優惠政策，努力加強對招
商引資項目的協調服務。」

他介紹，隴南將建立重點客商信息資料庫，成立隴
南市外商聯誼會及各種商會，積極搭建政府與企業合作
平台，努力整合資源，開發包裝和謀劃優勢產業鏈項目
，着力加強與關天經濟區、陝甘川寧經聯會成員方聯繫
，爭取信息互通、資源共享，聯合招商，並積極利用蘭
洽會、西交會等重大招商平台，使更多投資主體參與到
隴南的開發建設中來。最主要是借鑒發達地區的理念和
經驗，積極制定出台招商引資優惠政策，以最實際最優
惠的政策和最優良的服務吸引客商投資。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擴經濟總量
市長孫雪濤介紹，今年要爭取廠壩有色金屬公司新

建20萬噸鋅冶煉、甘肅亞特礦業公司日處理6000噸黃
金尾渣回收利用、成縣祁連山200萬噸乾法水泥擴建、
文縣苗家壩電站、臨江 20 萬千伏安硅鐵、陽山金礦等
項目盡快建成投產。同時，要把園區招商作為重點，着
力推進市內企業與國內知名企業在鉛鋅、硅鐵、黃金、
水電、建材、綠色食品加工、醫藥化工等方面的合作，
力爭2012年簽約資金超過110億元。

今年將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切實抓好30
個市列重點工業項目。特別要抓好黃金、鉛鋅、硅鐵、
建材、水電等領域的資源整合和資產重組，不僅要用最
優勢的資源，吸引國內大型企業以多種方式參與資源開
發。更要落實微小企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積極幫助解決
融資、土地等具體困難。特別要抓好工業園區建設，積
極引進高新技術和農特產品精深加工項目；加快西成經
濟開發區核心區規劃審批，武都物流園區、西和石堡和
康縣王壩循環經濟園區配套設施建設以及宕昌哈達舖工
業集中區、兩當工業集中區、禮縣城西工業園區規劃編
制和報批。

同時，要進一步加強投融資服務，搭建銀企合作平
台，努力增加信貸規模，支持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
保公司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加快發展，緩解企業融資困
難，支持企業發展。

建長效機制塑造對外良好形象
隴南市在 2009 年即制定出台《隴南市 「優化發展

環境、塑造良好形象」活動實施方案》，建立健全長效
機制，塑造隴南良好的對外形象。

幾年來，隴南堅持開展 「優化發展環境、塑造良好
形象」活動，倡導人人關心發展環境、個個爭當發展主
人、齊心協力塑造良好形象的新風正氣。強化政府
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改進工作作風，簡化辦事程
序，全力為經濟發展服務；並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
設，優化市場環境，規範市場秩序，引導公平有序
競爭，為加快開發開放營造了和諧穩定安全的
社會環境。

隴南市還堅持加強對縣區工作的綜合考評
，在總結經驗基礎上，進一步制定《2011 年
全市重點工作及示範點建設抽查和目標管理
責任書完成情況考核方案》，對縣區工作不
僅考核各項責任書，更以示範點建設、特色
重點工作、重點項目實施、農業特色產業開
發、綜合治理、精神文明、主要綜合經
濟指標完成情況等多項內容為依據強化
考核，圍繞其確定的 「三大突破」、
「五個重點」、 「五項保證」所涉及的

重點工作，督察其工作落實水平。通過
制度建設和加強落實促進發展環境改善
和對外形象的提升。

隴南 「十二五」規劃確定：實現交
通建設、工業發展、城鎮建設三大突破
，突出特色農業、旅遊開發、生態建設
、社會事業、改善民生五個重點，強化
黨的建設、項目帶動、優化環境、資源
整合和創新機制五項保證，努力推動隴
南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確保生產總值
達到兩位數以上的增長速度，力爭到
2015年經濟總量翻一番。構建特色農業
「四產區、五基地、多片帶」發展格局。

特色農業產業發展目標
經 5 年（2011-2015 年）努力，全

市特色農業產業基地累計新增 180 萬畝
，總規模穩定在1000萬畝左右，基本實
現最佳適宜區全覆蓋。

產業基地建設：形成 「四產區、五
基地、多片帶」總體框架。

「四產區」 ：全國優質核桃主產區
；全國最大花椒主產區；全國油橄欖主
產區；全省中藥材主產區。

「五基地」 ：畜牧養殖基地；綠色
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茶葉生產基地；
優質蘋果生產基地；馬鈴薯生產基地。

「多片帶」 ：蠶桑、食用菌、水產
、烤煙、銀杏、蜂蜜等多個地方特色產
品生產片帶。

專業市場建設：把武都建成全國最
大的花椒交易中心、信息發布中心、價
格形成中心；把成縣小川建成全國核桃
集散地；把宕昌哈達舖建成中藥材倉儲
、集散基地。

到 2015 年，新建專業市場 47 個，
改造升級 29 個，總數達到 76 個。特別
要在蘭渝鐵路和高速公路沿線興建輻射

帶動能力強的大型、綜合性農產品交易市場。
名優品牌建設：到2015年，全市特色農產品

無公害產地認定、產品認證基本達到全覆蓋；新
增綠色食品認證 10 個，總數達到 26 個；新增有
機食品認證 5 項，總數達到 9 項；新增地理標誌
產品保護 3 個，總數達到 12 個；新增 GMP 認證
中藥材加工生產企業6戶，總數達到10戶。

科技體系建設：每年引進60個以上新品種。
到 2015 年，建成核桃採穗圃 1800 畝，花椒良種
苗圃 2820 畝，油橄欖採穗圃 1900 畝，中藥材種
苗繁育基地1.6萬畝，畜禽良種繁育場60個，黃
牛凍配點70個，無性系茶葉扦插苗木基地250畝
，蘋果採穗圃 500 畝、種苗繁育基地 750 畝，馬
鈴薯脫毒種薯繁育基地12萬畝、組培中心3個。

示範點（園區、片帶）建設：到2015年，全
市創建各類示範點（園區、村社）1100個，標準
化、規模化示範片帶300 個，標準化規模養殖場
（小區）600個。

「「55‧‧1212」」 地震重災區之地震重災區之
一的甘肅隴南市，近年經濟社會保持平穩一的甘肅隴南市，近年經濟社會保持平穩

較快發展。特別是經較快發展。特別是經33年災後重建，以交通、城鎮、公共服務為主的基礎設施實現較大改善，城鄉年災後重建，以交通、城鎮、公共服務為主的基礎設施實現較大改善，城鄉
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主要經濟指標大幅增長，農業特色產業快速發展，扶貧開發走出開創性道路。該市正搶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主要經濟指標大幅增長，農業特色產業快速發展，扶貧開發走出開創性道路。該市正搶
抓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扶貧開發戰略機遇，着力開發特色資源，發展特色產業，消解交通基礎設施瓶抓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扶貧開發戰略機遇，着力開發特色資源，發展特色產業，消解交通基礎設施瓶
頸制約，探索富民興隴新道路。頸制約，探索富民興隴新道路。 文：楊陽文：楊陽

▲金徽酒業包裝車間

▲武都區油橄欖加工企業生產線

▲建設中的蘭渝鐵路兩水段 冉創昌攝

▲隴南市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共享系統

﹁十
二
五
﹂目
標
三
大
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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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重
點

▼成縣《西狹頌》風景區（國家▼成縣《西狹頌》風景區（國家4A4A景區）景區）

▼隴南重建後的魅力新城▼隴南重建後的魅力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