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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結構 壯大特色優勢茶產業
貴州省把承接 「東茶西移」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着

力點，迅速壯大的茶產業正在成為加快貴州省經濟發展的優勢產業、促
進農民增收的富民產業和優化生態環境的綠色產業。

據貴州省政府提供的最新統計數字，近5年，貴州省新建茶園以年
均70萬畝的速度增加，茶園總面積已超過466萬畝，茶葉加工企業達到
829 家；茶農增收近 30 億元，有 300 萬農民依靠茶產業脫貧致富。今
年，全省茶產業綜合產值預計可達85億元。

貴州是茶樹的原產地和古老茶區之一，境內山地、丘陵佔國土面積
的92%以上，發展山地特色農業的空間和潛力很大。 「東茶西移」為貴
州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做大做強茶產業帶來了機遇。近年來，東部茶產
業發達的地區由於面臨較大的土地增值和勞動力成本等壓力，茶園面積
正在逐漸萎縮， 「東茶西移」的步伐不斷加快。

經過幾年努力，貴州全省茶園集中度和專業化、規模化、標準化水
平大幅提升，一批國家級、省級重點龍頭企業和全國茶葉百強企業異軍
突起，工商資本、民營資本不斷湧入茶產業。都勻毛尖、湄潭翠芽、石
阡苔茶、梵淨翠峰、瀑布毛峰等一批區域品牌和企業品牌快速成長。

目前，貴州已為茶產業大發展繪就新的藍圖，根據規劃，未來 3
年，全省茶園面積要增加到700萬畝，茶葉加工企業增至3000家，茶產
業綜合產值達到500億元；全省農民來自茶葉收入達到200億元以上，
實現農民人均茶葉收入1000元。

黔地無閒草 遍地皆良藥
記者從貴州省有關部門了解到，從2013年起，貴州省財政將加大對

中草藥產業發展資金的統籌力度，確保每年投入2億元以上資金支持中
草藥產業發展。力爭到2015年，貴州中藥材種植面積達到500萬畝，帶
動全省100多萬農民從業，中藥材總產值達到100億元以上，項目區農
民人均純收入的30%來自中藥材產業。

貴州生態環境好、生物資源豐富，有中藥材資源品種4802種，在全
國排名第二位，是我國四大地道藥材主產區。 「十一五」以來，貴州民

族藥業發展速度不斷加快，中藥材種植面積由2006年的114.5萬畝增加
到2011年的287.6萬畝，其中規範化種植基地面積30萬畝，民族藥業工
業總產值從86.2億元增加到191.18億元，21種中藥民族藥銷售收入超過
億元，10個中藥材品種獲得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益佰、百靈、神奇
等7個民族藥業品牌被評為中國馳名商標，民族藥業進入加速發展、提
升產業水平、做大做強的新階段。

中藥材產業正在成為山區農民群眾脫貧致富的 「搖錢樹」。在貴州
省黔東南州施秉縣，當地1.5萬戶農民種植太子參、頭花蓼、何首烏等
中藥材7.5萬畝，農民戶均收入4萬元，人均純收入的一半都來自於中藥
材種植。按照規劃，從今年開始，貴州將以每年50萬畝的速度推進中藥
材種植，確保中藥材種植重點地區農民人均收入30%來自中藥材產業。

舌尖上的 「貴州」 特色美食香飄港澳
說起貴州，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多民族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

濃郁神秘的民族風情，以及冬無嚴寒、夏無酷暑的宜人氣候，使貴州成
為理想的旅遊觀光和避暑勝地，貴州氣候宜人，適合避暑消夏而成為
「世界避暑之都」。是一個秀麗古樸、風景如畫的地區。還有貴州茅台

鎮所產的茅台酒被譽為中國的國酒，與英國威士忌、法國白蘭地一同齊
名的世界三大蒸餾酒。更有貴州的美食，讓眾多到過貴州的人們，讚不
絕口，魂牽夢縈。

貴州是迷人的 「天然公園」。境內自然風光神奇秀美，山水景色千
姿百態，溶洞景觀絢麗多彩，野生動物奇妙無窮，文化和革命遺迹
聞名遐邇；山、水、洞、林、石交相輝映，渾然一體。有聞名世
界的 「黃果樹瀑布」；還可以領略原始而完整的民族風情，春
節、春耕前的三月三、夏收後的六月六、秋收後的十月端節最
具民族特色。如果您到貴州來千萬別忘記嘗嘗貴州的美食，具
有代表性的佳餚有：花溪牛肉粉、息烽辣子雞、絲娃娃等，濃
郁的民族氣息和地方特色，鮮香美味的口感，一定會讓您流連
忘返。

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指出，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是健康
產業、綠色產業和富民產業。貴州省發展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
得天獨厚、潛力無限、正逢其時。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民族藥業和特

色食品產業發展，明確提出把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
特色優勢產業來抓。近年來，通過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兩大產業發展
速度不斷加快、產業體系不斷完善、產業水平不斷提升、品牌效應不斷
彰顯，已經成長為我省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在優化產業結構、促進農民
增收等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趙克志指出， 「十二五」時期貴州省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發展
的總體目標是：着力打造西部地區重要的中藥現代化生產基地和特色食
品加工基地，全面提升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品牌競
爭力，建成民族藥業和特色食品產業大省。

香港美食博覽（HKTDC Food Expo），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
是亞洲最大型飲食展覽之一。香港美食博覽自1989年起舉辦，每年8月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香港每年夏天的一項盛事。今年，貴州省
再次赴港參加第23屆香港美食博覽會、第4屆香港國際茶展、第11屆國
際現代化暨健康產品展覽會，希望通過香港
這個國際平台，將貴州的特色產業、優
勢產業、地方美食，推介到世界各
地，讓港澳同胞和世界友人，全方
面的認識貴州、了解貴州，吸引
他們走進貴州，領略貴州優美的
山水、結交貴州好客的人民、品
嘗貴州特色的美食。

花溪牛肉粉花溪牛肉粉

8月的香港，是歡樂的香港，歡樂的
源頭來自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第23屆香港
美食博覽會、第4屆香港國際茶展、第11
屆國際現代化暨健康產品展覽會定於8月
16 日在香港舉辦，貴州省將攜 70 家醫
藥、茶葉、食品等省內知名企業組團參
加，在會展中心精心打造 「貴州館」 ，融
合苗族、侗族等民族元素，通過色調區分
三大展區，展示多彩貴州形象，讓貴州特
色產品 「秀甲天下」 ，為貴州經濟 「更快
更好」 發展添薪加火，實實在在地抓投
資，促合作。

本報記者：汪仕英 勞 莉 杜錦霞

貴州美麗的茶園貴州美麗的茶園

貴州特色中藥材
頭花蓼和金銀花

特色小吃特色小吃
「「絲娃娃絲娃娃」」

息烽辣子雞息烽辣子雞

加強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
「十二五」時期是貴州省工業化、城鎮化、農業

現代化加速推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的關
鍵時期。貴州省委書記、省長趙克志在貴州省第七次
環境保護大會上指出，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污染
防治問題，它在本質上是發展道路問題、經濟結構問
題、消費方式問題、民生保障問題。加快發展和環境
保護並不矛盾，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根本目的都是
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準確理解並
落實堅持科學發展、奮力後發趕超的本質要求，實現
既提速又轉型、既發展又保護，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
及廣大人民群眾，對於貴州這樣經濟欠發達欠開發、
生態環境脆弱的省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2011 年以來，貴州省環保廳緊緊圍繞省委、省
政府確立的 「兩加一推」主基調、 「三化同步」主戰
略，大力推進主要污染物減排工作、積極開展流域、
區域和行業環境污染治理，切實加強農村和生態環境

保護，積極服務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均取得
了新的進步。未來五年，將以貴州省第七次環境保護
大會對全省 「十二五」時期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工
作提出的總體要求，作為 「十二五」時期各項環保工
作的行動指南。認真貫徹落實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
中發展的要求，不斷謀劃新思路、尋求新辦法，不斷
探索創新，排難前進。

總體要求即堅持 「一個統領」、兩個 「毫不動
搖」、構建 「三個體系」。堅持 「一個統領」，就是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生態文明理念引領經濟
社會發展，在把握主基調、實施主戰略的同時，以促
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以解決影響科學發展和
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以能力建設為
保障，以體制機制創新為動力，切實加強環境保護和
生態建設，努力走出破解資源環境制約難題的新路
子，實現既提速又轉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
效益同步提升；兩個 「毫不動搖」，即堅持主基調主
戰略、加快結構調整的方向毫不動搖，完成節能減排
任務、加強生態建設的決心毫不動搖，既保增長又重
質量，既保當前又重長遠。構建 「三個體系」，即構
建環境安全體系，堅持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相統一，

突出抓好污染防治、重點
流域治理、生態建設等
重點工作，切實改善
環境質量，確保讓人
民 群 眾 喝 上 乾 淨 的
水 、 呼 吸 清 新 的 空

氣、吃上放心的食物；
構建資源保障體系，堅
持集約節約，以礦產資
源、土地、水為重點，

加強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
水平，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保障能力；構
建人居環境體系，以控制人口數量為基礎，以城鄉建
設規劃為龍頭，以環境綜合整治為重點，以良好生態
創建為載體，加快建設文明、清潔、優美、舒適的生
態家園。

探索創新全力推進
「十二五」 環境保護工作

「十二五」期間，貴州省將採取多項措施，全力
推進 「十二五」全省環境保護工作。

一要緊緊抓住國發2號文件的重大機遇，落實環
境保護的差別化政策。目前，貴州省與環保部的戰略
合作協議正在磋商之中，貴州省牢牢抓住國發2號文
件這一重大歷史性機遇，積極爭取環保部對貴州省實
行有一定差別化的環境保護政策，為貴州省加快發展
創造條件。同時，積極爭取將貴州省納入國家生態補
償機制試點和排污交易試點，並加大在污染防治、環
境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保護、農村環保、環保與扶
貧、能力建設等方面的資金支持力度。

二要牢牢抓住全省9個城市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
範城市的重大契機，深入推進環境目標責任制。按照
本次大會提出的要求，全省9個城市要在 「十二五」
期間創建成為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這是全面推進
貴州省環境保護工作的重大契機。

三要繼續強化主要污染物減排工作，確保完成年
度計劃和國家下達的 「十二五」指標。確保到 2015
年，全省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量在 2010 年基礎上分別減少 6%、7.7%、8.6%、
9.8%。

四要加強重金屬污染治理，確保人民群眾健康不
受影響。要以有色金屬礦採選業、有色金屬冶煉業為
重點，進一步落實企業污染防治主體責任。到 2015
年，重點區域重點重金屬污染物排放比 2007 年降低
15%，非重點區域重點重金屬污染物排放量不超過

2007年水平。
五要全面加大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力度，切實治污

減污，着力加強監管。建立和完善農村環境監測體
系，定期公布農村環境狀況。

六要進一步強化環境保護執法監管，保持對環境
違法行為的高壓態勢。實施跨行政區執法合作和部門
聯動，形成環境執法合力。繼續開展 「整治違法排污
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

七要積極推進環境科技進步，不斷提高科技對環
境保護工作的支撐能力。制定並實施全省環保產業發
展規劃，出台有力措施，推動貴州省環保產業加快發
展，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八要切實加強環境執法能力建設，適應形勢和任
務的需要，到 2015 年，全省各級環境監察機構分別
達到國家標準化建設要求。推進宣教、信息等環境保
護能力標準化建設。

九要深入宣傳生態文明理念和科學發展觀，不斷
提高全民環境意識。引導全社會關心環境、珍惜環
境、保護環境，使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成
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

貴州省環保廳廳長郭猛表示， 「十二五」是貴州
省環境保護工作充滿希望的時期，挑戰與困難並不可
怕，關鍵是看我們是否具有克服困難的決心、戰勝困
難的勇氣、攻堅克難的智慧和積極進取的作風。第七
次全省環境保護大會提出的各項目標任務，是全省各
級環保部門今後努力的方向，只要認真貫徹落實這次
大會精神，就一定能夠走出一條在發展中保護、在保
護中發展的新型工業化、城鎮化道路，實現省委、省
政府確立的 「兩加一推」主基調和經濟社會跨越式發
展的戰略目標。

據介紹，經過 「十一五」時期的艱苦努力，貴州
省環境質量總體上穩中有升，2010 年，全省地表水
劣於五類水質從 2005 年的 31.1%下降到 18.8%，七大
水系中，紅水河、都柳江、赤水河監測斷面 100%滿
足水質功能要求，北盤江、清水江、南盤江、烏江水
系滿足水質功能要求的監測斷面從 54.8%到 80%不
等，均比 「十五」有所提高；全省空氣質量不斷改
善，2010 年，全省二氧化硫年均濃度值平均水平從
2005 年的 0.060 毫克/立方米下降到 0.048 毫克/立方
米，酸雨污染明顯減輕，總懸浮顆粒物年均濃度值平
均水平從2005年的0.129毫克/立方米下降到0.077毫
克/立方米；全省生活垃圾處理率從 2005 年的 26.7%
上升到 45.4%；生活污水處理率從 2005 年 20.3%提高
到 66.08%；森林覆蓋率從 2005 年的 34.9%提高到
40.5%；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

目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命與健康的巨大威脅已成為全球
關注的熱點問題。在今年5月召開的貴州省第七次環境保護大會上，明確
提出了貴州 「既要提速發展，又要保持青山常在、碧水長流、天空常藍」
的目標，在加快發展、綠色發展中實現社會進步和民生改善，做到既提速
又轉型、既發展又保護，加快建設繁榮、文明、清潔、優美的生態家園，
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近幾年來，貴州省委、省政府把環境保護工作擺上了更加重要的戰略位
置，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着力點，堅持發展與
環保綜合決策，堅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發展清潔生產
和循環經濟。不斷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大力推進污染防治、強化環境執法監督管理，在
經濟社會取得較快發展的同時，全省環境質量基本保持穩定，部分重點區域、流域環境
質量進一步改善。環境已成為加快貴州發展和構建和諧貴州的一條生命線。

本報記者：汪仕英 勞 莉 杜錦霞

貴州省政府與環境保護部簽署合作協議簽字儀式現場

▲貴陽市飲水源紅楓湖

▲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左）貴州省委書記、省長趙克志（右），分別
代表環境保護部和貴州省政府在合作協議上簽字

生態綠色金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