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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趕超 展現貴州新面貌
曾幾何時，貴州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

三分銀」的印象在人們腦海中記憶深刻。而近年來貴州
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 「貧窮落後」並不是貴州的
代名詞，更不是貴州的固有標籤，貴州只要敢於打破傳
統思維定勢，不自甘墊底、不爭論折騰，真正把思想統
一到發展上，把心思集中到發展上，把力量凝聚到發展
上，就完全可以實現提速進位、趕超跨越、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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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省長趙克志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在貫徹中央 「穩中求進」經濟工作要
求中，貴州要正確處理好 「穩」與 「進」、 「快」與
「好」的關係，發揮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走出一條符

合貴州實際和時代要求的後發趕超之路。
「十二五」期間，貴州將全力推進電力、煤炭、冶

金、有色、化工、裝備製造、煙酒、民族製藥和特色食
品、建材、高新技術等十大產業振興。加快建成國家重
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裝備製造業基地、戰
略性新興產業基地和優質輕工產品基地等五大基地。

為保證產業集群，優化升級，貴州將大力推進工業
園區建設，建成一批具有一定規模、各具特色的產業園
區、國家級和省級經濟開發區（園區）。到 2015 年，
產業園區產值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要達到 50%以

上。
貴州還將通過實施 「城鎮化帶動」戰略，大力發展

一批區域性中心城市，並輻射帶動周邊。作為全省龍頭
的 「黔中經濟區」已納入國家 「十二五」規劃。

在開放奮進的日日夜夜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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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堅持基礎設施項目、產業項目、

民生項目全面推進，國有投資、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一
起擴大，完成固定資產投資 4500 億元，同比增長
60%，增速由全國第14位升至第3位。

2012 年貴州省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1 年，貴州
共引進省外到位資金2500億元，增長152%。貴州省生
產總值 5702 億元，比上年增加 1100 億元，增長 15%，
增速比上年高2.2個百分點。金融機構存款餘額8771億
元、貸款餘額6876億元，分別比年初增加1400億元和
1124億元。

國發戰略 推動貴州新發展
茅台酒，黃果樹，遵義會址，儘管有着豐富的資

源，迷人的風光，毫無疑問，貴州依舊是一個欠發達省
份。如何在 「十二五」期間讓貴州擺脫貧困，不僅是貴
州思考的，也是國家關心的。今年 1 月 12 號，國務院
頒布了《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
若干意見》，貴州要 「後發趕超」。

國務院的2號文件為貴州增強了發展的信心，理清
了發展思路，是 「天時」；而富集的資源，重要的區
位，優美的生態是 「地利」；之後的 「人和」就是靠自
身了。認清當前發展形勢和特殊機遇後，貴州各市縣紛
紛走出貴州，依託貴州生物、能源和礦產等資源優勢、
落實項目，加快產業園建設。同時，貴州省堅持以科學
發展觀為統領，高舉 「發展、團結、奮鬥」的旗幟，牢
牢把握 「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主基調，
重點實施工業強省和城鎮化帶動戰略，深入開展 「三個
建設年」和 「四幫四促」活動，開始進入經濟加速發展
新階段。

今年4月貴州省召開的第十一次黨代會，向全省黨
員幹部和各族群眾發出了堅持科學發展、奮力後發趕超
的動員令，明確提出 「奮戰五年，努力追趕，開啟貴州
科學發展新征程」，到 2016 年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到
西部地區平均水平，到 2020 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國發2號文件的大力支持下，
貴州省堅持 「穩中求進、提速轉型」的總基調、總目
標，以 「三化」興 「三農」，以開放促開發，以民生帶
發展，努力實現 「穩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則快、又
好又快」。特別是堅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快推進
產業園區建設，大力加強標準廠房建設，促進產業集
群、企業集聚、資源集約利用。堅持以結構調整為主
線，加快構建特色優勢產業體系，全力提升傳統優勢產
業，大力發展資源精深加工，着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
業，不斷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活力。

黔港合作 再創貴州新未來
香港是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的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

心、國際貿易中心，擁有鄰近很多國家和地區不可替代
的優越地位。時至今日，香港已成為世界第 11 大貿易
實體。當前的貴州省仍然是全國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

最深、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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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省要加快發展、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到
2020 年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需要自身 「發
力」、中央 「給力」、向外 「借力」。黔港兩地經濟互
補性強，合作前景廣闊。從 1981 年港澳資本開始進入
貴州興業、發展，到如今，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之外
貴州的第一大投資來源地。在貴州的港澳及通過港澳進
入貴州的國外企業數量不斷擴大，投資合作領域從商
業、娛樂、餐飲、酒店等服務業逐步擴展到電力、房地
產、煙草、鋁煤磷精細化工、信息、建材、機電產品、
裝備製造、農業等行業。

「十二五」期間，貴州還將力促與港澳企業的合作
再上新台階，在礦產資源、民族醫藥、農產品開發等方
面將進一步依託港澳企業的雄厚資本和先進技術，開發
建設各具特色的產業園區，吸引港澳企業到園區發展各
類產業的精深加工，實現產業鏈的延伸。

2011年5月，貴州省率千人招商團以雷霆之勢赴港
招商，與當地政界、商界和世界500強企業代表共話發
展。集中簽下 50 個項目，投資總額 133.19 億美元，其
中利用外資金額108.59億美元。這是貴州在大陸以外地
區開展的最大規模招商活動。

今年6月貴州省再次赴港招商推介，睽違一年後，
貴州省將更具優勢的招商項目，更加優惠的招商政策，
更加優良的招商環境，一一展示在香港和海外客商面
前，邀請他們到貴州考察，在貴州興業。貴州與香港也
將進一步加大經濟合作力度，拓展合作領域，提升合作
層次，在深化合作中互利共贏，形成區域間協調互動、
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開放、合作、發展、共贏！放眼未來，步履堅實的
貴州正向四面八方前所未有地敞開懷抱、發出邀請，貴
州與港澳的經濟交流合作將面臨更多的機遇、進入更廣
闊的空間。

貴州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省委宣傳部部長諶貽琴、貴州省副省長蒙啟良率代表團於
6月10至13日在港舉行 「2012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 。活動內容主要包括：活動周
開幕式及項目簽約儀式、媒體推介會、2012貴州優勢產業說明會、2012黔港優勢產業對接
洽談會等4項主體活動。推介項目涉及資源深加工產業、裝備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文
化旅遊產業、金融業、現代服務業、農業開發與加工等7大類。

6月的香港，拂面的微風帶着海水的鹹味，闊別一年的維多利亞港依舊美麗，信心滿滿
的貴州招商團，像昂首奮進的黔中巨龍，躍過香江，再次向世界展示貴州美麗的山水、富饒
的資源、開放的環境、好客的人民，邀請四海賓朋齊聚貴州，共創繁榮。

本報記者：汪仕英、勞莉、杜錦霞、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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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推介會
時間：6月10日下午
地點：香港君悅酒店
二、貴州優勢產業說明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三、黔港優勢產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1、資源深加工產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2、裝備製造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3、戰略性新興產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4、文化旅遊產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5、金融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6、現代服務業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7、農業開發與加工對接洽談會
時間：11日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四、活動周開幕式項目簽約會
時間：11月下午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2012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 部分招商項目介紹

「2012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 活動精采看點

貴州省委書記
栗戰書（左）、省
長趙克志（右）重
視貴州工業發展

加快轉型，工業強省，推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

1、項目名稱：大結晶棕剛玉生產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新太元研磨材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8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6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張建雄 電話：15085251088
傳真：0855-8262636
E-mail:guizhouxintaiyuan@126.com
2、項目名稱：年產450萬㎡活性粉末混凝土結構製品
（RPC）蓋板生產線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海天鐵合金磨料有限責任公司
項目總投資：564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3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屠慶模 電話：0851-4701470
傳真：0851-4700197 E-mail:gzhtthj@163.com
3、項目名稱：
年產500噸高VC及SOD金刺梨粉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華南理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84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62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鄭魯平 電話：13087831008
辦公室電話：8613700 E-mail:lp_zheng999msn.com
4、項目名稱：
前哨淋巴結T細胞抗腫瘤疫苗研發及產業化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太瑞生諾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1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3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胡平生 電話：18601766861
傳真：0851-6771956 E-mail:hups@sinorda.com
5、項目名稱：桐梓縣IT產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
遵義市桐梓縣煤電化循環經濟工業園區管委會
項目總投資：150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1500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令狐紹輝 電話：13985232448
6、項目名稱：新型節能變壓器改擴建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遵義樺坤節能設備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5050 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275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陳庭秋 電話：0852—8719657
傳真：0852—8719656
E-mail:chentingqiu@hautkun.com
7、項目名稱：新型聚四氟乙烯油封系列產業化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陽高新旭之暉密封件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1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5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盧貴書 電話：13517600780
傳真：0851-8619971 E-mail:xzhmfj@163.com
8、項目名稱：用於廢水中重金屬處理的錳氧八面體分
子篩材料產業化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歐邁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2500 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2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劉宇 電話：0851-4700798
傳真：0851-4700368 E-mail:xflyphos@sina.com
9、項目名稱：
遵義市億易通智能安全生活科技研發體驗與應用中心
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遵義億易通科技網絡有限責任公司
項目總投資：3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30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胡慧 電話：18685290855
傳真：0852-89292827
E-mail:chinayyt2008@126.com
10、
項目名稱：黔東南苗醫養生文化產業基地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苗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5386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3386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楊漢梅 電話：13595599630
傳真：0855-8220029 E-mail:kailiyhm@126.com
11、項目名稱：貴州省黔東南州地道藥材產業化種植
基地及精深加工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昌昊中藥發展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15897.6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12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鄧忠 電話：0855-2118899
傳真：0855-2118889 E-mail:406398155@qq.com
12、項目名稱：
貴州省平塘縣射電 「宇宙之眼」 天文科普城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平塘縣文體廣電旅遊局
項目總投資：32258萬美元
引資額：32258萬美元
聯繫人：宋恩貴 電話：0854-7221665
E-mail:pt-tour@163.com
13、項目名稱：黔林洲企業集團茶產業鏈開發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黔林洲科技產業園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5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25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熊智偉 13595113013
傳真：0854-8518888
E-mail:qianlinzhou@sina.com
14、項目名稱：無公害標準化蔬菜基地建設
項目聯繫單位：貴陽市蔬菜技術推廣站
項目總投資：2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2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陳德軍 電話：0851--7989080/7989276
15、項目名稱：黔安無籽刺梨（安順金刺梨）種植基
地及深加工園區建設
項目聯繫單位：安順市西秀區林業局
項目總投資：20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200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鄒曉怡 電話： 0853-3347406,13984432750
16、項目名稱：普定縣無籽刺梨基地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普定縣林業局
項目總投資：636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636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夏德剛 電話：0853-8222449
傳真：0853-8222449 E-mail:pdlymx@163.com
17、項目名稱：
年產4萬噸芭蕉芋系列產品加工生產線改擴建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興義市余江芭蕉芋澱粉廠
項目總投資：95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5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余兆谷
電話：13908596279 傳真：0859-3428988
18、項目名稱：苦蕎系列產品深加工
項目聯繫單位：六枝特區霧峰純天然食品廠
項目總投資：1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9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王發兵 電話：0858-8129696
傳真：0858-2168836
E-mail: wufengkuqiao@tom.com
19、項目名稱：
貴州省德江縣年產600噸天麻製品深加工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德江洋山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3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馮嘉盛 電話：13595665581
20、項目名稱：三穗鴨系列產品加工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黔東循環經濟工業區三穗產業園區管
理委員會
項目總投資：4200 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42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姚本祿 電話：15185740099
傳真：0855-4525231 E-mail:web1888@163.com
21、項目名稱：馬鈴薯深加工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威寧縣五里崗工業園區
項目總投資：46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46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馬關遵 電話：13885751072
傳真：08576222206 E-mail:gzwnjjkfq@163.com
22、項目名稱：貴州大鯢產學研基地
項目聯繫單位：貴州錦江娃娃魚股份有限公司
項目總投資：25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15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吳宇梅 電話：0851-5559535
傳真：0851-5555318 E-mail:wawayuwork@163.com
23、項目名稱：黔東南輸港澳地區特色優質蔬菜生產
與冷鏈物流配送中心建設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黔東南州農業委員會
項目總投資：600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600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鄧勇軍
電話：0855-8261650 13308554803
24、項目名稱：
貴陽長坡嶺國家森林公園招商引資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貴陽長坡嶺國家森林公園
項目總投資：12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12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謝欣海 電話：0851-4418173
傳真：0851-4831180 E-mail:591296@QQ.com
25、項目名稱：
銅仁市油茶基地建設及萬噸茶油精加工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銅仁市林業局
項目總投資：48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48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張智 電話：0856-5223289
傳真：0856-5223289
26、項目名稱：
正安縣10萬畝特色野木瓜基地及系列產品開發項目
項目聯繫單位：正安縣林業局
項目總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
引資額：5000萬元人民幣
聯繫人：陳正偉 電話：0852—6400631
傳真：0852—6421261
E-mail:chzhwei3213@163.com

資料由貴州省科技廳和貴州省農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