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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貴州代
表團舉行的團組開放活動上，全國人大代表、貴
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表示，貴
州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
文明建設，構築 「精神高地」，形成推動貴州走
出 「經濟窪地」的精神動力和強大合力。

栗戰書形象生動地詮釋了 「開放創新、團結
奮進」的新時期貴州時代精神。他說， 「開放就
是要主動 『打開門』，積極請進來、大膽走出
去；創新就是要解放思想、突破常規、大膽探
索、勇於創造；團結就是要統一思想和目標，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形成巨大的發展合
力。」

「我們沒有 『精神高地』，就解決不了 『經
濟窪地』的問題。」栗戰書認為，精神就是力
量，對貴州來講具有特殊重要意義，貴州要加快
發展、加快轉型、奮力爬高，既要講經濟規律，
也要講精氣神。

栗戰書強調，要構築貴州的 「精神高地」，
首先是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貴州多民族先進文
化發展繁榮的精髓，融入經濟發展、教育進步、
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不斷夯實全省
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凝聚「貴州力量」
後發趕超大跨越

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跑道上，貴州省委、省
政府一系列趕超跨越的思想、一系列高瞻遠矚的
決策，發揮決定性作用。明確提出要高舉發展的
旗幟、團結的旗幟、奮進的旗幟，把思想統一到
發展上、把精力集中到發展上、把力量凝聚到發
展上，使全省幹部群眾的心熱起來、勁鼓起來，
把加快發展作為始終不渝的目標，不動搖、不懈
怠、不折騰，信心百倍地推進貴州經濟社會快速
發展。

在這個實施 「十二五」規劃的關鍵一年，貴
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 「穩中求進」、 「提速
轉型」作為全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總目標，努
力實現經濟發展 「穩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則
快、又好又快」。力爭在 「十二五」期間保持增
長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努力創造一個
高於過去、高於西部、高於全國的 「貴州速
度」。

貴州發展的差距在工業，潛力在工業，希望
也在工業。貴州省委、省政府全力推進電力、煤
炭、裝備製造、高新技術等十大產業振興，加快
把貴州建成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
地等五大基地。同時大力發展一批區域性中心城
市，全面強化城鎮集聚與輻射能力，全力提升城
鎮綜合承載能力。

根據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目標，2012 年
被確立為 「改革開放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目
標為1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將增長目標50%。
這意味着，今年貴州固定資產投入將達7650億，

較2011年將增加1500億元。
與此同時，今年貴州發展的總基調、總目標

更加明確—— 「穩中求進、提速轉型。」貴州省
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說， 「穩」，
就是要穩住2011年的增長速度，穩住2011年這個
又好又快的局面； 「進」，就是速度要加快，實
現協調、全面、可持續發展。貴州省要按照 「高
舉旗幟、圍繞大局、服務人民、改革創新」的總
要求，緊緊圍繞迎接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和省第
十一次黨代會這條主線，牢牢把握推動多民族文
化大發展大繁榮這個主題，唱響貴州 「加速發
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最強音。

展示 「貴州形象」
內陸對外開放 「新高地」

貴州的發展，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與全國
乃至世界緊密相連。聯央企、通港澳，大規模、
高密度走出去，找項目、交朋友、聚人氣、強動

力。舉全省之力，成功舉辦貴陽生態文明會
議、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暨投資洽談
會、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盡
展黔山芳菲，把全國乃至世界目光引向貴州，
為區域發展蓄勢積能。

1月12日國務院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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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國家將把貴州黔中經濟區的核心區
貴安新區建設成為內陸開放型經濟示範區，形
成以航空航天為代表的特色裝備製造業基地、
重要的資源深加工基地、區域性商貿物流中心
和科技創新中心，鼓勵在土地、投資、科技創
新等領域先行先試。支持貴州省條件成熟的地
區設立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建立加
工貿易承接基地。
貴州省憑藉其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的區位

優勢，充分利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大湄公
河次區域、泛珠三角地區等平台，積極參與東南
亞、南亞等國際區域合作，正成為中國內陸對外
開放的 「新高地」。

交通是長期制約貴州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但如今作為 「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 「十二
五」和 「十三五」時期，貴州省將貫通大量幹線
鐵路、公路，建成貴陽、六盤水、畢節、安順等
一批鐵路樞紐和貴陽、遵義、六盤水、畢節、都
勻等公路運輸樞紐，路網結構日趨完善，路網質
量將得到大幅提升。

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指
出，隨着交通基礎設施的逐步改善，貴州省正在
成為西南陸路交通樞紐。據了解，到2015年，貴
州省鐵路通車里程將達到5000公里左右，高速公
路通車總里程超過4500公里，省際間的高速公路
特別是到廣東、到北部灣的出海通道的完善，將
完善泛珠三角區域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網絡，推
動泛珠三角地區合作，拓展區域合作空間和領
域，承接產業轉移。

貴州省委書記栗貴州省委書記栗
戰書（左二）在威寧戰書（左二）在威寧
草海鎮鴨子塘村樂義草海鎮鴨子塘村樂義
蔬菜基地考察蔬菜基地考察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在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在全國兩會
期間指出，實現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要求我們必須探索一條貧期間指出，實現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要求我們必須探索一條貧
窮落後地區後發趕超的科學發展之路，在窮落後地區後發趕超的科學發展之路，在 「「十二五十二五」」 時期創造又好又快、時期創造又好又快、
更好更快發展的更好更快發展的 「「貴州速度貴州速度」」 ，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學，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學
習貫徹落實好《政府工作報告》和國發習貫徹落實好《政府工作報告》和國發22號文件精神，結合貴州實際，主號文件精神，結合貴州實際，主
動作為，把中央支持貴州加快發展的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為國家動作為，把中央支持貴州加快發展的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為國家 「「兩兩
個大局個大局」」 戰略的實現和貴州人民幸福安康而努力奮鬥。戰略的實現和貴州人民幸福安康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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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貴州發展」
彰顯 「貴州速度」

「『貴州速度』就是又好
又快發展。」貴州省委書記、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表
示，發展速度，對貴州來說是
至關重要。在全國經濟發展的
大盤子中，貴州處於越落越遠
的尷尬境地，貴州只有加速發
展，才能縮小發展差距，才能
改變被動局面。

在栗戰書看來， 「貴州速
度」不能脫離貴州實際，盲目
追求高速度，而是全面、協
調、可持續，惠及民生的 「貴
州速度」，不能為了一時發展
犧牲長遠利益。

在 「十二五」開局之年，貴州雖遭受特大乾
旱、凝凍、洪澇等自然災害和要素供給偏緊、通
脹壓力加大等因素影響，但經濟社會發展仍呈現
出良好態勢。2011 年前三季度，全省生產總值增
速由2010年的全國第29位升至第3位，固定資產
投資增速由第 14 位升至第 3 位，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增速由第 29 位升至第 5 位，一般預算收入增
速由第10位升至第4位。

「3、3、5、4」，貴州躍動而出，這在貴州
歷史從未有過。

在 1 月 10 日召開的貴州省十一屆人大六次會
議上， 「貴州速度」是最為鮮亮的詞彙之一。
《政府工作報告》對 「貴州速度」這樣解釋：高
於過去、高於西部、高於全國。

2011 年，是貴州經濟發展大大提速的一年。
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率同比有了較大提高，經濟排
位前移。實現了罕見的 「貴州速度」。 「貴州速
度」表明，只要有科學的發展思路，清晰的發展
目標，堅定不移的發展意志，加上 「給力」的黨
政推動，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後來也能居上，
「墊底」也能升位。

在開放奮進的 365 個日日夜夜裡，貴州一步
步丟掉束縛自我的枷鎖，迎來了煥然一新的天
地，書寫了令人刮目的 「貴州速度」。

2011 年是 「速度之年」、 「希望之年」、
「信心之年」。在新的一年及今後，貴州更應當

乘勢而上，持續強化貴州速度更加重要。欠發達
的貴州則面臨着既要 「轉」又要 「趕」的雙重任
務。從理論上講， 「趕」與 「轉」是辯證統一關
係，但是也存在着相當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矛盾。
要正確把握和處理兩者關係，注意 「趕」 「轉」
的有機結合，在 「趕」中求 「轉」，寓 「轉」於
「趕」，既要保持 「貴州速度」，也要注重 「貴

州質量」。任務異常艱巨，需要倍加努力。

弘揚 「貴州精神」
提升人民幸福指數

3月5日，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栗戰書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時說，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裡十分重視民
生問題，貴州始終堅持發展成果最大程度惠及民
生。在農村低保、殘疾人救助、醫療衛生保障、
缺糧戶補助、農村危房改造、農村基礎設施建
設、營養午餐等重大民生工程上，投入力度和惠
及人群均前所未有。

早在2010年12月召開的貴州省經濟工作會議

上，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栗戰書就
向絕對貧困 「宣戰」：未來10年，貴州要向 「絕
對貧困」發起 「總攻」，確保在 「十二五」期
間，貧困人口減少 300 萬人以上，2020 年全部解
決505萬人的貧困問題。

栗戰書說，貴州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邁出
更大步伐，進一步使重大民生的改善好起來。毋
庸置疑，貴州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經成為一項謀
劃系統、措施具體的工程，成為一篇涵蓋全面的
大文章。

2010年11月下旬，貴州省委、省政府就出台
了《貴州省2011年度十大民生工程實施方案》，
把 「十大民生工程」目標任務分解細化為 150 個
小項，每一小項都明確了具體的牽頭單位及責任
單位。

「十二五」時期，貴州 「十大民生工程」鳴
笛啟程，與 「工業強省」和城鎮化帶動戰略遙相
呼應，成為貴州跨越發展的主旋律。

扶貧開發、就業創業、勞動力素質提高、社
會保障體系、城鄉住房、鄉村基礎設施、農村生
活環境、公共文化、公共衛生、社會管理創新，
一個個老百姓最憂、最盼、最急的難題正逐步迎
刃而解。

實施民生工程，以民生帶發展、以民生促和
諧，以民生改善凝聚民心，以民心凝聚發展合
力，創造出一個高於過去、高於西部、高於全國
的 「貴州速度」。

事實勝於雄辯，數據善於表達。貴州轉變思
路，落實 「民生預算」，以 「民生財政」撬動社
會資本，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
現實的利益問題。2011 年 「十大民生工程」項目
就達150多項，初步概算投資達823億元。

「十二五」開局之年，貴州人民幸福指數全
面提升。人口預期壽命達到73.45歲，追上全國平
均水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00元，農民
人均純收入 4200 元，分別增長 12%和 15%。 「十
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資650億元。

2011 年是貴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保障水
平最高的一年。全省參合率達 97.13%，高於全國
96%的平均水平，政府對新農合補助標準從 2010
年的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農民醫療保障
水平為歷年來最高。

而觸動人的不僅是數字，不僅是成績，更是
一種思路、一種幹勁、一種決心，一種貴州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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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貴州風多彩貴州風」」 展示貴州形象展示貴州形象

貴州省委書記栗貴州省委書記栗
戰書（左一）、省長戰書（左一）、省長
趙克志（中）關心下趙克志（中）關心下
一代健康成長一代健康成長

貴州舉辦的國際酒類博覽會上參展的國外葡萄酒貴州舉辦的國際酒類博覽會上參展的國外葡萄酒

貴州交通區位優勢日趨明顯貴州交通區位優勢日趨明顯

貴州風景美如畫貴州風景美如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