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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黔西南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區，
山地和丘陵佔國土面積的92%以上，發展相對滯
後。隨着近年來，在交通、水利、電力、通信
等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黔西南豐富的資源優
勢和獨特的區位優勢，後發優勢、比較優勢凸
顯。

如何利用黔西南州的自身優勢加快經濟發
展，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貴州黔西南州州
委書記陳鳴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聽了總理
的《政府工作報告》很受鼓舞，回去後，結合
黔西南的實際，在貫徹落實國務院國發2號的文
件同時，與大力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結
合起來，為實現後發趕超，跨越發展，黔西南
州將從三個方面來加快發展速度。

突出抓好產業園區發展。由於黔西南州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發展工業必須走集聚集約
的路子，加強產業園區建設是必然選擇。由於
黔西南州具有豐富的資源優勢和獨特的區位優
勢，加之與東中部地區在基礎設施上的差距逐
步縮小，加快產業園區發展，正逢其時。

陳鳴明說，園區是產業項目建設的重要載體，
目前正大力推進全州規劃的 14 個產業園區建設，
完善園區水、電、路、通信、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
設施和配套設施，在每個產業園區培育1至2個核
心企業和主導產業，帶動一批產業關聯性較強的配
套、協作企業和特色優勢產業，形成產業集聚，產
生引領作用。同時，立足國發2號文件對黔西南州
的戰略定位，着力謀劃一批好項目、大項目，配合
做好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編
制工作，爭取獲得國家更大更多的支持。在招商方
面，加大招商力度，創新招商引資方式，加快實現
以政府推動為主向以企業、中介組織、專業招商機
構為主轉變，政府為企業做好服務，確保項目真正
落地、早日建成、盡快投產。

突出抓好生態環境建設。黔西南是貴州省石漠
化等級程度最為嚴重、代表性最強、綜合治理任務
最為艱巨複雜的地區。全州16804平方公里的國土
面積中，喀斯特出露面積達10129平方公里，佔國
土面積的60.3%。2010年黔西南遇到了特大乾旱，
溫總理明確指示：要積極謀劃長遠水利工程設施建
設，把貴州省的水利建設與生態建設、石漠化治理
三者結合起來， 「三位一體」，科學規劃，統籌安
排，從根本上解決制約貴州省發展的問題。近年
來，黔西南州認真貫徹落實溫總理的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實施 「三位一體」綜合規劃，統籌抓好生
態環境建設。未來 5 年，全州將完成造林 260 萬
畝，治理石漠化 600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 550 平方
公里。力爭到2016年累計完成水利水電投資200億
元，初步解決工程性缺水問題。

突出抓好移民搬遷安置。由於歷史、地理等原
因，黔西南州還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居住在深山區、
石山半石山區、高寒山區和土地、基礎設施嚴重不
足地區，生存條件惡劣，資源匱乏，交通閉塞，生
產力水平低下，人口超過了土地的負載能力。據初
步統計，黔西南州到 2020 年需實施生態移民搬遷
43175戶190966人，涉及全州105個鄉（鎮）445個
村1433個組，規劃遷入點130個。黔西南州將緊緊
抓住國發 2 號文件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頒布的歷史性機遇，把居住在不
具備基本生產生活條件的深山裡的群眾，搬到小城
鎮和各類園區，切實幫助他們提高自我發展能力。
今年計劃搬遷9000人，到2020年實現20萬人大搬
遷目標。消除貧困，促進可持續發展。

陳鳴明表示，中央、省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
展支持力度加大，特別是國務院出台的國發2號文
件，16處提到黔西南州，為黔西南搭建起了加快發
展的政策平台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相信通過全
州人民的共同努力，黔西南州的經濟將會得到又好
又快、更好更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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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貴州代表都在熱議《政府工作報告》。一致認為，《報告》總攬全局、主
題鮮明，內涵豐富，是一個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凝聚人心、催人奮進的好報告。代表們紛紛表示，一定認真貫徹落實
好《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國發〔2012〕2號文件。搶抓發展機遇，貴州只有加速發展，才能縮小發展差距。

本報記者：汪仕英、勞莉北京報道 攝影：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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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春：三都讓老百姓從改革
中得到更多更大的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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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畢節市委書記秦如培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畢節將緊緊抓住貫徹落實國
發 2 號文件的重大歷史機遇，圍繞 「兩年明
顯變化、五年大見成效、十年實現跨越」宏
偉目標，推動新一輪改革發展。

畢節試驗區是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
錦濤同志親自倡導，1988年6月9日，經國務
院批准建立的 「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
區。它是新中國在貧困地區建立的第一個以
消除貧困、堅持科學發展為突出特點的農村
改革試驗區。

秦如培說，在剛出台的國發 2 號文件
中，有29處涉及試驗區基礎設施建設、能源
化工基地建設、特色農業開發、生態環境建
設、扶貧開發和保障改善民生等諸多方面，
「深入推進畢節試驗區建設」， 「編制畢節

試驗區深化改革試驗方案和規劃，拓寬改革
試驗內容，發揮示範帶動作用」等，為試驗區提
速發展、後發趕超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政策支撐。

秦如培認為，要實現畢節試驗區新一輪的改
革發展，就要更加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實踐。發
揮好改革、創新、探路、發展的作用，在政策、
做法、體制、機制以及不同領域大膽進行實踐探
索，特別是在一些重點工作上加大力度、有所作
為。重點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統籌城鄉發
展與加快 「三化同步」，發展民營經濟和小微企
業，創新和加強社會管理，扶貧攻堅整縣推進，
農村綜合改革，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生態建設機
制，統一戰線服務科學發展等九個方面進行改革
試驗，探索科學發展的新路子。

要突出以 「投資拉動、項目帶動、招商推
動」為抓手。大力實施城鎮化帶動、工業強市、
旅遊興市、生態立市 「四大戰略」和基礎設施、
結構調整 「兩大提速工程」，把畢節建設成，黔
川滇三省結合部區域中心城市；新興工業城市
（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裝備製造
業、特色輕工業、承接產業轉移基地）；特色旅
遊城市；山區現代農業示範區；扶貧開發攻堅示
範區；貴州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之一； 「兩江」
上游重要生態屏障之一。

要繼續堅持以 「同心思想」為引領，持續打
造 「同心工程」品牌，拓展它的內涵和外延，把

畢節建設成為統一戰線服務科學發展的試驗區、
多黨合作的示範區。同時要抓緊完善試驗區新一
輪改革發展規劃。力爭早日得到國家層面的批准
實施，把國家支持畢節的政策措施具體化、常態
化。

據秦如培介紹，畢節試驗區建立23年來，經
濟實力明顯增強。畢節本地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
分別從 17.8 億元、1.95 億元增加到 737.4 億元、
181.7 億元，年均增速為 11.2%、20.8%，分別高
於全國、全省2.15和1.58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分
別高於全國、全省1.61和2.99個百分點。綜合經
濟實力從全省排名掛末上升到第三位。

在開發扶貧方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從 697 元增加到 16132 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
316.9元增加到4210元；貧困人口從312萬人減少
到 31.84 萬人，人民生活從普遍貧困到基本解決
溫飽的跨越。在生態環境方面，累計造林1763萬
畝，森林覆蓋率從 14.94%上升到 41.5%，完成水
土保持綜合防治面積 8341.67 平方公里，增強了
自身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在社會事業方面，人
口自然增長率從 16.11%下降到 6.55%。全區人均
受教育年限從3.6年提高到6.8年， 「兩基」覆蓋
率達到100%，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城鄉低保
實現全覆蓋。

李飛躍：黔東南 「向山要地」
提高城鎮化水平

陳鳴明：三個 「突出」
加快黔西南州發展步伐

秦如培：探索貧困地區
科學發展 「畢節試驗」 再布局

作為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貴州山
地佔國土面積的比重超過95%，人多地少，在實
施 「工業強省」和 「城鎮化帶動」兩大戰略的情
況下，如果不創新土地利用方式，貴州將面臨無
地可用的境地。

全國人大代表、黔東南州州長李飛躍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給記者算了一筆帳，在黔東南州首府
凱里市，當前地價掛牌出售在 200 多萬元一畝，
但通過削平市區周邊的山頭，每畝地成本只需要
幾十萬元，節約了100多萬元。

李飛躍介紹，黔東南州計劃在未來三年內
「向山要地」16萬畝，用於工業園區和城鎮化建

設。打造 「工業梯田」至少有三方面的好處，一
是能保護耕地紅線，當前，黔東南耕地面積不足
300 萬畝，而林地和荒地有 3000 多萬畝，利用荒

坡丘陵開發，可以形成糧食下田、工業上山的新
格局；二是用地成本低，減少了投資企業的負
擔，三是有利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結合起來，園區
和城區統籌起來，擴大了市區面積，有利於吸納
更多的農民向城鎮居民轉變，提高了城鎮化水
平。

李飛躍說，黔東南州靠近粵港澳地區，區位
優勢明顯；如何吸引粵港澳地區來黔東南投資旅
遊，首先是要打通融入泛珠三角的主幹道，貴陽
至廣東快鐵正加速建設，預計2014年建成，廈蓉
高速正也在加快建設中。過去五年黔東南累計完
成交通建設投資 426 億元。高速公路已建成 393
公里，在建408公里，縣縣通高速公路工程加快
建設。黎平機場新開通廣州航線，凱里黃平機場
立項建設；完成旅遊公路建設1230公里，建成通
鄉油路2234公里、通村公路1.5萬公里。

黔東南州將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承接沿海地
區的產業轉移，重點發展資源深加工和裝備製造
業。計劃組織 「三個走出去」和 「兩個走進來」
招商活動，重點引進長三角、珠三角、粵港澳客
商，以發展項目推動國發 2 文件在黔東南的落
實。

「今後五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
期，也是黔東南州奮力趕超、縮小差距、推進跨
越的攻堅時期，隨着交通的不斷改善，黔東南的
區位優越進一步凸顯，將成為重要的集散地，承
接產業能力不斷增強，旅遊消費進一步擴大，老
百姓就近就業逐步形成」。對於黔東南的前景，
李飛躍信心滿滿。

全國人大代表、三都縣縣長張家春全國人大代表、三都縣縣長張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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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三都縣危房改造的變化紹三都縣危房改造的變化

來自貴州省三都自治縣縣長的人大代表張家
春，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三都是全國唯
一的一個水族自治縣，全縣面積有2400平方公里，
人口有36萬，少數民族佔總人口的比例為98%，是
一個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治縣。

近些年來，三都縣的社會保障和民生工作有了
很大的改善：主要體現在，農業產業扶貧成效顯
著，貧困人口逐年減少，通過努力，到去年全縣脫
貧的人數已經達到 8.25 萬人，脫貧率已達到了
52%，到去年底農民收入又達到了4320元，比2010
年增長了80%，這些增長，主要是通過抓相關的扶
貧產業結構方面的調整，三都縣的海拔在300—800
米之間，年平均氣溫 18℃，有利於山地農業的發
展，主抓蔬菜和水果的種植。到2011年，全縣發展
蔬菜總面積已達到19萬畝，其中商品蔬菜面積已經
達到了 13 萬畝。按照畝產 1760 公斤算，畝均收入

達到3500元，縣裡有一個叫大佛鎮龍場村，該村村
支書艾昌富通過發展蔬菜種植，帶領當地群眾一起
致富，種了3.5畝的蔬菜，三季下來收入就達到了4
萬多元，除此之外，還積極發展其他的產業，年均
收入已達到了8萬多元。

張家春介紹，在水果方面，全縣有10萬畝，有
一個鄉，全村人口4500多戶，人口有29000多人種
植水果，到現在這個村已經種植水晶葡萄 8.6 萬
畝，人均面積達到了 1.24 畝，按照每畝 1500 公斤
算，畝產已經達到了6000元。很多農民通過種葡萄
之後，又在葡萄架下面實行養雞，收入很高，現在
有一個鄉已經形成了一條10公里長的水晶葡萄產業
帶，去年該鄉種植的 1.2 萬畝水晶葡萄，使人均收
入達到了3434元。

在社會保障體系方面，最主要的是實施危房改
造項目，全縣已實施了6879戶。 「十一五」期間，
很多農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茅草房裡，通過危房改
造，已住進了寬敞、安全的房屋。通過實施就業再
就業，小額發放貸款，使很多農民，特別是少數民
族群眾增加了收入，特別是水族婦女，一直沒有走
進市場，我們通過發展民族工藝品的方式，馬尾
繡，已經有 100 多名婦女通過馬尾繡改善了生
活 。

張家春認為，社會保障和民生工作是惠民的一
項工作，任務比較艱巨，在今後的工作中，將按照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兩加一推」以及實施工業化、
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的戰略，積極貫徹國發2號文
件的精神，搶抓落實，通過改革開放和發展縣域經
濟，老百姓將從改革開放中得到更多、更好的實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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