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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3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在地處烏蒙山區腹
地的昭通市召開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啟動會，正式啟
動實施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這意味着，地處烏
蒙山區核心區的昭通市將迎來加快發展的 「黃金期」。

「十二五」期間，昭通已確立了 「煙草、能源、煤化工、礦
冶加工、生物資源開發、文化旅遊」等六大支柱產業的發展規
劃。

目前，輪廓初現、前景廣闊的能源產業。在昭通境內的金沙
江下游，正在開工建設和即將開工建設的向家壩、溪洛渡、白鶴
灘三座巨型水電站，加上昭通境內正在建設的大大小小的電站，
以及最近已建成投運的威信煤電一體化項目 1、2 號機組兩個 60
萬千瓦，鎮雄電廠1、2 號機組兩個60 萬千瓦，昭通境內的電力
裝機容量將相當於兩個三峽電站。

其次，煤化工產業，昭通擁有南方最大的褐煤資源，有82億
噸的儲量，加上優質無煙煤，煤炭資源共有 165 多億噸，1 噸煤
如果能夠增值100塊錢，昭通就將增加1.6萬億的財富收入。

其三，隨着中國首個航空旅遊項目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峽谷景
區的啟動，大山包國際重要濕地、小草壩、高峽出平湖等美景將
揭開滇東北精品旅遊的神密面紗。

昭通將在文化旅遊產業上，重點打造昆水黃金線、鎮彝威紅
色旅遊、巧家──水富高峽平湖旅遊3條精品旅遊線路，建設一
批旅遊度假酒店、一批精品旅遊景區、一批精品旅遊集鎮、一批
特色旅遊鄉村，努力打造面向川滇黔渝的重要旅遊目的地、集散
地。

據了解，2011年煙草、礦冶建材、生物資源開發三大產業增
加值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半壁江山。煙草產業增加值實
現39億元，同比增長16.8%，實現利稅40億元、其中利潤4.8億
元，分別佔全市的57.9%和26.7%。規模以上礦冶建材加工產業增
加值實現13.2億元、增長22%，實現利稅7.6億元、其中利潤4.4
億元。規模以上生物資源開發產業增加值實現 1.1 億元、增長
20.4%，實現利稅0.6億。

昭通將充分利用 「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 「國家面向西
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建設」、 「昭通是國家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
扶貧攻堅實施規劃的核心區域」等多項政策優勢，打造六大產
業，推動滇東北城市群建設，不斷提高城市競爭力，加快推進新
型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進程，為滇東北城市群建設打下堅實的產
業基礎。

磅礴烏蒙 神奇昭通
「南絲綢之路」上的要衝

昭通古稱 「朱提」、 「烏蒙」，清
朝 「改土歸流」時改 「烏蒙」為 「昭
通」，取名 「昭明通達」之意，名稱沿
用至今。自秦開 「五尺道」、漢築 「南
夷道」後，昭通便成為中原文化傳入雲
南的重要通道，是我國古代 「南絲綢之
路」的要衝，也是早期雲南文化的三大
發祥地之一。

昭通是中原王朝在雲南最早設置郡
縣的地區，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荊楚
文化、古滇文化在這裡交匯融合，漢碑
字跡、晉墓壁畫、袁滋摩崖、五尺秦道
等，昭示着昭通悠久的歷史文化。近現
代以來，哺育了抗日名將羅炳輝和愛國
將領龍雲、盧漢、曾澤生等一大批傑出
人才。紅軍長征途經昭通時，在這裡召
開著名的 「扎西會議」。當代，一批作
家活躍於中國文壇， 「昭通作家群」和
「昭通文學現象」倍受關注。

資源富集蘊商機
昭通擁有十分優越的區位條件、極

為豐富的資源稟賦、適宜居住的生態環
境和比較獨特的勞動力優勢，是一個極
具開發潛力、值得投資發展的首選之
地。

區位優越。昭通地處昆明、成都、
貴陽、重慶四大中心城市輻射的交匯地
帶，市政府所在地距昆明323公里、貴陽

467 公里、成都 517 公里、重慶 523 公
里，是雲南連接長江經濟帶和成渝經濟
區的重要通道，是內地通往南亞、東南
亞和雲南通往內地的雙向大走廊。

目前，內昆鐵路、昆水高等級公路
縱貫昭通全境，昭通機場輻射烏蒙，萬
里長江第一港——水富港可沿長江水道
經上海出海。途經昭通的成都至貴陽等
四條鐵路正在抓緊籌建，市政府所在地
至各縣已實現公路等級化，鄉鎮村公路
網絡日趨完善。境內公路、鐵路、水
路、航空全面通達，進出境綜合交通網
絡初步建成，市內 「四小時交通經濟
圈」已經形成。

資源富集。昭通是國家 「西電東
送」和 「雲電外送」的重要能源基地，
水能蘊藏量超過 2200 萬千瓦，風能蘊藏
量在170萬千瓦以上，國家在昭通境內金
沙江開發建設溪洛渡、向家壩、白鶴灘
三座巨型水電站，總裝機容量 3400 萬千
瓦，此外可供開發的中小水電裝機在380
萬千瓦以上，在建的火電裝機 480 萬千
瓦。境內已知礦種 33 種，探明儲量 22
種，煤炭儲量 165.8 億噸、佔雲南省的
36%，其中褐煤是中國第二大南方第一大
褐煤田，已探明的褐煤儲量 82 億噸；硫
鐵礦是全國五大礦區之一，儲量達 14 億
噸，佔雲南的90%以上；有色金屬是雲南
三大有色金屬基地之一，已探明的鉛鋅
等有色金屬儲量超過200萬噸。同時，昭
通生物資源種類繁多，蘋果、天麻、魔
芋等特色產品久負盛名，是全國山崳
菜、馬鈴薯、白魔芋最適宜生長和種植
面積最大的區域，也是中國南方最大的
優質蘋果生產基地和全國品質最優的野
生天麻核心區域。

近年來，憑藉自身優越的資源條
件、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優良的發展環
境、優惠的投資政策，先後引進了廣東
南海玩具加工、浙江諸暨襪業等一批產
業集群，以及香港僑威集團、雲南物流
集團、雲南建工集團、雲南廣電網絡集
團、國投中魯等一批大型企業入駐昭
通，與雲南文投集團、武鋼控股集團、
中機國際招標公司等企業集團達成了一
系列的合作共識，實現了互利共贏。

「十二五」時期，昭通市經濟社會發
展仍然處於加快發展的黃金機遇期，具有
更加難得的發展機遇。全市將按照 「四基
地一屏障一走廊」的發展定位目標，即：
建設中國西部重要的能源產業基地、新型
載能產業基地、生物產業基地、產業轉移
承接基地、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和中國面向
西南開放橋頭堡的雙向大走廊，成為西部
大開發的特色區域和開放度高、輻射力
強、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的新
興增長極。 「十二五」期間，全市將大力
弘揚昭通精神，牢固樹立昭通作風，加快
提升昭通速度，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
長 17%以上，到 2015 年，生產總產值力爭
達1000億元以上。

能源產業基地。以水電為主，匹配發
展火電，積極推進風電開發，爭取國家布
局核電，加快煤炭資源開發，創造條件開
發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質能、太陽
能等新能源，構建以水電為主、火電為
輔，煤炭、新能源加快發展的多元化能源
產業發展格局。到 「十二五」末，能源產
業新增工業產值 317 億元，實現增加值 188
億元，初步建成中國西部新興能源基地。

新型載能產業基地。發揮資源優勢，
依託科技創新，改進生產工藝，整合電力
和礦產資源，切實推進多種形式的電礦結
合，突出打造煤化工、硫磷化工、礦冶建
材產業，促進電力與礦產資源開發相結
合，大力發展原料工業。

生物產業基地。圍繞建設 「生物產業

基地」目標，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優化農
業區域布局和產品結構，發展高產、優
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特色農產品。加
快山區綜合開發和農業優勢產業發展，做
強特色優勢農業。積極擴大馬鈴薯、蘋
果、蔬菜、蠶桑、魔芋、花椒等優勢農產
品基地建設規模，狠抓特色冬季農業開
發，確保冬季農業開發種植規模達到100萬
畝。做強昭魯蘋果基地，建設以天麻為主
的中藥材基地。

產業轉移承接基地。昭通具有能源和
人力資源比較優勢，加快工業園區基礎設
施和城鎮建設，積極做好承接產業轉移工
作。

加強規劃引導，制定承接產業布局指
導意見，出台承接產業產品目錄，選准產
業轉移的主動承接點，在承接勞動密集型
產業為主的同時，加快承接資金、技術密
集型製造業的發展步伐，通過合資合作、
兼併重組，促進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提升
參與國內外產業分工的能力。加快承接生
產性服務業、新能源、節能環保裝備製
造、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戰略性新
型產業。

長江上游生態屏障。重點實施天然林
資源保護、長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退
耕還林、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濕地
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 「長治」工程和
水保世行貸款等工程項目。到 2015 年，完
成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還林50萬畝，
營造林 390 萬畝，有效管護森林資源 1625

萬畝，低產低效林改造450萬畝，森林覆蓋
率達到35%，林木綠化率達到55%，綜合治
理水土流失面積 3000 平方公里，充分發揮
長江中上游生態屏障的重要作用。

雙向大走廊。昭通作為雲南的北大
門，融入成渝經濟區、挺進長江經濟帶，
充分發揮連接多區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橋
樑和合作平台作用。 「十二五」期間，加
快提升昭通速度，突出大交通、大工業、
大旅遊、大承接、大物流和城市大建設，
把昭通建設成為中國內地通往南亞東南亞
以及雲南通往成渝經濟區、長江經濟帶和
中國內地的雙向大走廊。

昭通市位於雲南省東北部，金沙江下游右岸，與四川、貴州接
壤，處於雲貴川三省結合部，是 「雲南北大門」 ，素有 「咽喉西
蜀、鎖鑰南滇」 之稱，是雲南連接長江經濟帶、成渝經濟區的重要
通道，是國家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扶貧攻堅實施規劃的核心區域。

文：鍾婉玲 圖：昭通市對外經濟合作局提供

「四基地一屏障一走廊」
勾勒昭通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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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3400萬千瓦：昭通境內的溪落渡、向家壩、白鶴灘三座巨型
電站總裝機容量超過3400萬千瓦，相當於兩個三峽電站。

❷ 165億噸：已知礦產資源33種，探明儲量22種，煤炭儲量超
過165億噸，其中褐煤儲量82億噸。是中國南方最大的褐煤
田。有色金屬為雲南三大基地之一，硫鐵礦是全國五大礦區
之一。

❸ 1000 億元： 「十二五」期間，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17%
以上，到2015年，生產總產值力爭達1000億元以上。

❹ 150 萬充裕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成為支撐昭通經濟
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❺昭通是雲南三大文化發祥地之一。

說昭通「數」

▲昭通市委書記夜禮斌（後排右六）、市長劉建華（前排右一）出席與雲南物流▲昭通市委書記夜禮斌（後排右六）、市長劉建華（前排右一）出席與雲南物流
集團合作的簽約儀式集團合作的簽約儀式

▲旅遊作為昭通的新產業正在崛起，雄奇的雞公山大峽谷是昭通市▲旅遊作為昭通的新產業正在崛起，雄奇的雞公山大峽谷是昭通市
著名的旅遊景區著名的旅遊景區

▲大山包是國際重要濕地之一，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每年冬季都▲大山包是國際重要濕地之一，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每年冬季都
在濕地越冬在濕地越冬

▲昭通是全國最優質野生天麻的核心區域▲昭通是全國最優質野生天麻的核心區域

昭通招商網址：昭通招商網址：http://ztzsyz.zt.gov.cnhttp://ztzsyz.zt.gov.cn 招商熱線：招商熱線：0870-22411880870-2241188

▼千年的豆沙古鎮▼千年的豆沙古鎮

▲昭通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昭通是中國南方最大的
優質蘋果生產基地優質蘋果生產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