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雙流，地處成都平原核心區域和成都向南發展
軸心區域，距成都 10 餘公里，始建於公元前 316 年，
是四川開發最早的古縣邑之一，因境內錦江、江安河兩
條河流，故借大辭賦家左思《蜀都賦》中 「帶二江之雙
流」語而得名。

作為 「古蜀農耕文化發源地」，如今的雙流縣域經
濟綜合實力連續 16 年位居四川省 「十強縣」榜首，基
本競爭力全國百強縣排名第 20 位，成為一個傳統文化
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具有獨特魅力的西部經濟強縣。

如果說地區之間，十年比的是經濟，五十年比的是
制度，一百年比的是文化，那文化 「軟實力」無疑已成
為雙流崛起發展的 「硬功夫」。圍繞全力建設空港現代
田園大城市的發展目標，雙流縣在歷史古迹保護、民俗
文化傳承、創意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民間博
物館發展、文化節慶等多方面，逐步探索出可持續發展
的 「雙流樣本」，使雙流在豐厚歷史底蘊的基礎上，
「文化厚度」與 「文化高度」有機融合，在全國乃至海

外都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
文化積澱與歷史稟賦，導向着經濟發展的環境和基

礎，而經濟實力的增強，則為提升文化軟實力注入了強
勁動力。翻開新篇章，雙流這座魅力之城，正全力建設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 「文化新城」，打造以
文化、運動、休閑、怡居和西部航都為特徵的空港大城
市和中西部文化高地。

古今文化文明交相輝映
從古蜀王國時期金戈鐵馬的古戰場，三國蜀漢政權

的聖迹顯現之地，到宋代鄉村繁華的商業集市，清代新
興的移民場鎮、水運碼頭，再到如今的旅遊勝地、4A
級風景區，古鎮黃龍溪的角色變遷、華麗轉身，對於雙
流乃至整個成都，不論是內部文態提升還是外部景區拓
展方面，都有着標本意義，折射出雙流保護傳承歷史文
化古迹的智慧與遠見。

不僅是黃龍溪，從大佛寺到觀音寺，從陳家水碾到
金華庵，從古佛堰到漢代崖墓，雙流不斷加大文物科研
維修和保護力度，近五年來僅地面文物的保護就先後投
入資金600餘萬元。

這些穿越古今的歷史遺迹漸漸變身為旅遊和文化的
地標，其濃郁的歷史和地域文化配之獨特的自然景觀、
先進的服務設施、成熟的產業經濟，在新時代成為雙流
卓越人居環境的代表，成為雙流人的新財富和新名片。

同時，作為古蜀王蠶叢定都的地方和古蜀農耕文化
的發祥之地，雙流一方面啟動了牧馬山 「古蜀農耕文化
景區」建設，並招商引資建設絲綢博覽園項目，將厚重

的歷史文化底蘊 「古為今用」；另一方面也建設了現代
五項賽事中心、縣體育中心、圖書館、檔案館等現代化
體育場館和文化場館，融合 「文化新城」建設的各項要
素，實現了古代文明與現代文化的交相輝映。

創意文化提升文化新城內涵
近期出台的《雙流縣文化旅遊戰略規劃》顯示，到

2015 年實現文化旅遊產業產值 130 億元，相當於 GDP
比重的12.7%；到2020年實現文化旅遊產業產值300億
元以上，相當於 GDP 比重力爭達到 15%以上。屆時，
年銷售收入超億元的文化旅遊骨幹企業達到6-8家，規
模以上企業力爭超 50 家，將建立起完善的文化旅遊產
業體系，使文化旅遊產業成為支撐雙流經濟社會發展的
主導產業。

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為雙流的文化產業提供
了取之不盡的靈感和素材。而高效便捷的交通體系，坐
擁空港的區位優勢、堅實有力的產業基礎、科教資源密
集的人才優勢、田園城市的生態環境，都為雙流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先天條件。

根據成都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產業功能區的布局
規劃，雙流將構建 「以動漫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功能
區」，打造全國知名、西部首個也是唯一的專業動漫遊
戲產業園，以帶動整個文化產業發展，全面彰顯雙流作
為一個現代城市的文化品位，並把雙流數千年的文化積
澱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同時，雙流將依託動漫創意產業人才和技術平台優
勢，重點發展電子產品、信息產品、精密零部件等高附
加值產品的創意設計，提升工業產品的創意設計水平，
逐步建成服務成都、面向全國市場的精密工業創意設計
服務基地；依託藍頂藝術中心、畫家村、同治龍窰等相
關載體，建立藝術創作集聚區、畫廊、藝術品拍賣行
等，積極推動藝術創作及藝術品交易，形成若干藝術氛
圍濃郁、文化特色鮮明的工藝美術創意設計部落，成為
雙流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補充。

構建城鄉一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作為成都統籌城鄉實踐的 「雙流示範」，雙流自

2003 年以來堅持以統籌城鄉發展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
局，着力構建城鄉一體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從城市核
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公民的教育，到文化活動的開展、
城市形象的塑造，都是雙流打造 「文化新城」不可或缺
的組成部分。

加強城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文化資源配置是
構建城鄉一體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雙流
大幅度增加文化事業投入，2008 年以來全縣直接投入
城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經費達1億多元。

目前，雙流已全面完成全縣251個村（社區）綜合
文化活動室的建設並開放，投資 4800 萬元規劃建設了
佔地達30畝的縣新圖書館，購置了1600餘萬餘元文獻
資料和設施設備，並投入 1350 餘萬元完成了文化信息

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
的建設和文化資源共享工
程縣級支中心的建設。

隨着綜合文化站標準
化建設力度的加大，圖書
閱讀、宣傳教育、文藝匯
演 、 科 技 推 廣 、 科 普 培
訓、技能培訓等多項服務
也已從城區延伸到了農村
老百姓家門口。

「文化事業的公益性被
大力彰顯，政府投入力度
空前，而文化產業也不再
小打小鬧，甚至將民間文
化事業充分激活，一大批
民營藝術院團脫穎而出，
大有 『百花齊放』的蓬勃
發展之勢。」據雙流文化
旅遊局有關負責人介紹，

依託文化站建設，雙流農村特色文化資源得到了充分挖
掘，形成了一大批特色文化之鄉、特色文化隊伍、特色
文化家庭，如黃龍溪的舞獅隊還被邀請到台灣進行表
演，黃甲鎮的鑼鼓隊也遠近聞名。

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事業
值得一提的是，雙流還建立機制積極引導社會力量

參與公共文化事業建設，包括鼓勵民間開辦博物館；引
導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彌補公共資
源及政府服務的不足；發動協會團體等全社會的力量不
斷完善公共服務，促進服務方式的多元化、社會化。

按照 「規劃先行，因地制宜，突出重點，分步實
施」的步驟，雙流對外借智借腦，編制縣域民辦博物館
發展規劃，統籌考慮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建設和文化旅
遊產業發展，注重提升古蜀農耕文化、三國文化、槐軒
文化等傳統特色文化，積極吸納繪畫、影視、動漫等流
行時尚元素，五年內將着力打造牧馬山片區、黃龍溪
鎮、新興鎮和彭鎮四大民辦博物館發展 「群落」。

與此同時，雙流縣黃龍溪鎮的火龍燈舞於2008年被
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黃龍溪
鎮被國家文化部授予 「火龍之鄉」的稱號。三星鎮、黃龍
溪鎮也被文化部命名為 「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正如四川省文化廳廳長鄭曉幸所言，雙流不僅要成
為經濟強縣，更要成為文化強縣。 「工業已經讓雙流實
現了第一輪起飛，雙流的第二輪起飛要靠文化，要大規
模地投入文化建設，把文化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為提升
雙流文化的檔次，增強雙流文化軟實力提供強有力的支
撐。」

古鎮黃龍溪的華麗轉
身，折射出雙流保護傳承歷
史文化古迹的智慧與遠見

雙流將構建 「以動漫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
功能區」 ，以創意文化提升文化新城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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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下午，貴州省委、省政府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多功能廳舉
行支持貴州又好又快發展金融座談會暨戰略合作備忘錄及協議簽署儀式。會
上，14家金融機構與貴州省政府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及協議，將在 「十二
五」 期間重點支持貴州500多個項目建設，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特色優勢產
業、民生及社會事業等領域。

本報記者：汪仕英 勞莉 杜錦霞北京報道

支持貴州又好又快發展銀政合作簽約儀式3月2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

發展春風 吹響奮進號角
今年 1 月 12 日頒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貴

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2〕
2號），是1990年以來首個從國家層面系統支持貴州省
發展的綜合性政策文件，文件的出台是貴州省各族人民
期盼已久的特大喜事，對貴州省發展具有劃時代的里程
碑意義。在全國兩會上，國發〔2012〕2號文件也成為
貴州代表委員們集中討論的熱點。

2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杜鷹，貴州省委副書記、
省長趙克志，貴州省委常委、副省長黃康生分別介紹了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
若干意見》的出台背景、意義及落實等情況，並回答記
者提問。

在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指出，貴
州由於自然、歷史、地理等原因，是全國貧困問題最突

出的省份，但同時貴州擁有區位條件重要、能源礦產資
源富集、生物多樣性良好、文化旅遊開發潛力大等優
勢，貴州的貧窮，是沒有發展起來的貧窮，是富饒的貧
窮，完全有條件發展起來。

國發〔2012〕2號文件明確指出，貧困和落後是貴
州的主要矛盾，加快發展是貴州的主要任務；文件將黨
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以來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系列
發展思路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對貴州省提出的主基調、
主戰略等給予了充分認可；文件從財稅、投資、金融、
產業、土地、人才、對口支援等七個方面提出了119項
支持貴州省加快發展的突破性政策，並明確對貴州省實
行差別化產業政策，允許貴州省開展電力直供、以質抵
量實行耕地佔補平衡等，這些支持貴州省加快發展的重
大政策效應將很快顯現；文件明確了在貴州省實施的試
點 13 項、示範 17 項、重要規劃 13 項和重大工程項目
176項等等。

貴州省委副書記、貴州省省長趙克志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只要國發〔2012〕2號文件能落實到位，貴州的
經濟就一定能發展起來。

出謀劃策 共商發展大計
為貫徹落實國發〔2012〕2號文件，積極爭取金融

機構加大對貴州支持，2月6日，貴州省委副書記、省
長趙克志就專程率隊赴京，拜會了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
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國家開發銀行監事長
姚中民等中央金融部門和金融機構負責人，共商貫徹落
實國發〔2012〕2號文件舉措，共謀金融支持貴州跨越
發展良策。

2月28日，貴州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中國大飯店召
開國發〔2012〕2號文件專家座談會。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盧中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黃康生出席會議
並講話，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諶貽琴在會上致
辭。

會上，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部、國家發
改委、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的專家學者以及來自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
省委講師團、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省社會科學院的專
家學者，從經濟、社會、文化、旅遊等不同角度對貴州
更好地貫徹落實國發2號文件發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見。

盧中原在發言中對貴州發展戰略總體規劃提出具體
意見和建議。他說，貴州的發展，首先要眼睛向內。在
國發〔2012〕2號文件貫徹落實中，要結合貴州實際，
着力培育內需，挖掘內部潛力，擴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
求，將資源優勢轉變成經濟優勢。其次，要向外擴大開
放力度，充分利用與周邊省份、周邊國際區域經濟的一
體化，帶動貴州經濟、旅遊和特色產業的發展，充分借
力周邊省份的制度創新、融資平台和產權交易平台，建
成貴州自己比較完善、系統的金融區域中心和產權交易
區域中心。要將新能源的開發、技術改造與本地的資源
優勢密切結合，實現產業的調整轉型。要用競爭政策、
稅收政策、金融政策和價格政策，調整行業利潤分配不
夠均衡的局面，營造通過制度創新發展民營經濟的良好
氛圍。

金融助推 合作共創未來
3月2日下午，在支持貴州又好又快發展金融座談

會暨戰略合作備忘錄及協議簽署儀式上，貴州省委書記
栗戰書致辭。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趙克志主持座談
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
林，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
國家開發銀行監事長姚中民等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衷心感謝各金融機構大力支持
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他說，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
懷下，在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各有關部門、各有關方面
的大力支持幫助下，貴州去年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 「發

展提速、轉型加快、效益較好、民生改善、後勁增強」
的良好態勢。國發〔2012〕2號文件下發後，全省上下
積極行動起來，主動對接國家部委，全面貫徹落實文件
精神。這次，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
會、中國保監會和各大金融機構的領導齊聚一堂，共商
落實中央部署、支持貴州發展，充分體現了高度的政治
覺悟和責任意識，對貴州省是莫大的鼓舞，也必將為貴
州加快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和活力。

栗戰書表示，貴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金融工
作，將努力為金融機構在貴州發展創造優良條件，為各
金融機構在黔發展提供可靠保證，同時繼續扎實開展好
「三個建設年」等活動，大力營造良好金融生態環境，

推動全省金融工作又好又快發展。希望各位金融專家、
經濟學家能夠指導貴州貫徹落實好國發〔2012〕2號文
件，幫助貴州省多出主意、多謀戰略。希望各金融機構
按照國發〔2012〕2號文件要求，在貨幣信貸政策、基
礎設施建設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地方性金融機構和
資本市場發展、保險市場發展、新型融資方式、監管政
策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對貴州的傾斜支持力度。

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趙克志說，金融界的各位領
導和朋友圍繞貫徹落實國發〔2012〕2號文件，提出了
許多支持貴州的實實在在的意見和措施，必將為貴州加
快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我們真誠希望中央金融機構進一
步加大對貴州省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支持，切實滿足
貴州省經濟持續增長的需求；希望各金融機構到貴州省
設立分支機構，幫助貴州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
續的金融機構體系；希望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產品和服
務，滿足該省多元化的資金需求，為貴州省經濟社會發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撐。

會後，14 家金融機構與省政府簽署了戰略合作備
忘錄及協議。根據雙方簽署的備忘錄及協議，國家開發
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
中國民生銀行、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
管理公司、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
司、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在 「十二五」期間重點支
持貴州500多個項目建設，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特色優
勢產業、民生及社會事業等領域。

2011 年，圍繞 「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
越」主基調，貴州大力實施工業強省和城鎮化戰略中，
克服了大旱、凝凍等自然災害和要素供給偏緊、通脹壓
力加大等不利因素影響，幹字當頭、乘勢而上、排難而
進，不斷創造出奇迹，形成了令人驚嘆的 「高於過去、
高於西部、高於全國」的 「貴州速度」。今年，國發
〔2012〕2號文件的出台，吹響了貴州新一輪大開發的
號角，貴州省將以貫徹落實國發〔2012〕2號文件為契
機，立趕超之志，鼓奮進之氣，創富民之業，為貴州更
快崛起、更快發展、更加多彩、更加和諧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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