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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貴州省全省上下深入貫徹落實省第十一次黨代會精神，搶抓國發 2 號文
件的重大機遇，堅持科學發展觀，奮力趕超，為建設一個充滿活力、日新月異、幸
福祥和的貴州而奮鬥。以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召開。
文：汪仕英 勞 莉 金玉龍 胡俯茂

「三個突破」
推進項目建設落實落地

清鎮市地處貴州省中部，除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
位置和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還有着豐富的鋁土礦資
源。如何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一直是清鎮市
在探索的。國發 2 號文件的頒布，給清鎮帶來了前所
未有的發展機遇，利用豐富的鋁土礦資源打造 「鋁城
」指日可待。
打造 「鋁城」，支撐何在？
「一是資源。目前已探明鋁土礦儲量 3.6 億噸，
遠景儲量在 5 億噸以上，居貴州省第一，佔全省總儲
量的 60%以上，佔全國總儲量的 10%以上。二是項目
。廣鋁、中鋁、華西希望集團 3 大企業，分別投資
300 億元、175 億元和 135 億元發展鋁土礦開採、氧化
鋁製造、電解鋁冶煉及鋁板、箔、帶、型材深加工等
鋁相關產業。目前，廣鋁一期項目已建成投產。」貴
陽市人大副主任、清鎮市委書記楊明晉說， 「
600 多
個億的投資，就是要建設一座世界級的 『生態鋁城
』」。
6 月 17 日，省委書記栗戰書率省項目建設現場觀
摩團赴廣鋁觀摩時，對清鎮項目建設的投資強度給予
了充分肯定，並對企業寄予了殷殷期望： 「放手去幹
，資源我們保證。項目建設得越快、產業鏈越長、經
濟效益越好，我們在礦山、電力等資源配置上就越優
惠！」
據了解， 「十二五」開局以來，清鎮市緊緊圍繞
「東區城市化、西區工業化、全市生態化」三大戰略

，以爭當全省和貴陽市新一輪發展 「急先鋒」、 「排
頭兵」為己任，強力推進項目落實、落地，在招商、
融資、徵地拆遷三個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

突破招商：
以商招商產生 「葡萄效應」

項目如何引進？清鎮市在分析、總結以往產業招
商、小分隊招商、會展招商等招商方式的基礎上，今
年來，還不斷探索、創新招商方式，呈現出一浪又一
浪的高潮。
4 月 6 日，舉辦了貫徹國發 2 號文件項目媒體推介
會，邀請 30 餘家中央、省、市及境外媒體，15 家國
內外駐省和貴陽市金融機構、駐貴州省各大商會及在
貴州考察洽談項目的 34 家企業老總，推出了涉及基礎
設施、工業、房地產、物流、旅遊、文化、農業、職
業教育等類別的 75 個項目，總投資達 1036.34 億元。
「媒體推介會的舉行，可謂 『一石激起千層浪』
！」市委書記楊明晉說， 「一段時間來，前來清鎮考
察、諮詢的商家絡繹不絕。到目前止，已引進項目 35
個，總投資達 248.82 億元。」
隨後，清鎮市又先後面向浙商、粵商、州商三大
「集團軍」，有針對性地舉辦了招商推介活動。這一
以 「商」招商的方式，迅速產生了一顆帶一串、一串
帶一片的 「葡萄效應」——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
清鎮市就先後與溫商簽定了投資 180 億元的溫州清鎮
特色輕工業園、投資 30 億元的城市商業綜合體項目，
與川商希望集團簽定了投資 135 億元的煤電鋁一體化
項目，與粵商簽定了投資 100 億元的物流園區二期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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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時，還分別與溫商、川商達成了全面實施 「三
化同步」項目的戰略合作協議。

突破融資：
多措並舉形成 「八面開花」

今年 1 月，清鎮市採取 BOT（建設、經營、轉讓
）模式，融資 1.5 億元建設的工業園區供水工程建成
通水，保障了已入住園區的 30 多家企業的建設和生產
用水；採取 BT（建設、移交）模式，融資 2.03 億元
建設的鋁工業園區資源通道 11 號路，目前已實現局部
通車，年底將全線貫通。
這僅是清鎮市破題 「融資難」的兩個事例。據了
解，為突破這一 「瓶頸」，近年來，清鎮市採取了各
種各樣的方法：一是實施公司實體化改革。重新整合
組建了工業投資有限公司、商貿旅遊文化產業投資有
限公司、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等 6 個投融資公司，
將政府公共資源裝進公司，提供建設平台。二是採取
BT、BOT 等模式，融資 10 億元用於路網、水電等基
礎設施建設。同時，大規模收儲土地，將工業園區、
物流園區、職教園區及 「十路」等重大項目周邊及道
路沿線的土地全部進行收儲。目前，土地收儲已達
5000 畝。
另外，清鎮市還在國發 2 號文件中找項目，積極
爭取上級資金。目前已申報的大項目，就有 172 個，
總投資達 3819 億元。6 月 4 日，又與省農村信用社聯
合社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十二五」期間，省農信
社將向清鎮提供貸款支持 150 億。

突破 「徵拆」 ：
「四個一」 解決群眾長遠生計

在清鎮市工業園區，看到的是機車轟鳴、車水馬
龍一派緊張有序的施工場景。這是新近入駐的川黔鋁
業、貴黔鋁業、博匯鋁陶等 10 餘家企業在平整項目用
地。 「如何實現項目快速開工，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

清鎮市委書記楊明晉（左一）向省委書記栗戰
書（左二）、省長趙克志（右一）等觀摩團領導介
紹工業園區及項目建設情況
用地快速到位。」園區辦主任李春說， 「在這方面，
市委、市政府可是花了大腦筋，下了大力氣！」
據了解，為推進項目 「早落地、早建設、早投產
」，清鎮市成立了徵地拆遷工作指揮部、發展環境保
障指揮部、幹部作風督查指揮部、宣傳輿論引導指揮
部，開展了 「兵團作戰」。在徵地拆遷上，突出和諧
、誠信理念，採取了 「四個一」安置辦法，每一戶拆
遷農戶，均 「有一套以上住房居住、有一個以上商舖
經營、有一個以上崗位就業、有一套保障措施」，切
實解決了被徵地群眾的長遠生計和社會保障問題。
「以貴州華豐國際物流城項目為例，這個總投資達 20
個億的項目，不到 3 個月，就全面完成了 500 多畝地
的徵收工作。在這期間，沒一起群眾上訪、沒一起堵
工堵路。去年以來，已完成徵地 15000 畝。」徵地拆
遷工作組組長王永昌介紹說。
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據清鎮市近日統計數
據顯示，2010 年以來，僅大型工業一項，清鎮市已引
進企業 31 家，總投資達 616.9 億元。其中，12 家已投
產或部分項目投產，19 家正在緊張建設之中。
今日之清鎮，敞開懷抱廣聚八方財源，擴大開放
迎接四方賓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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