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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貴州的實現貴州的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
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習近平總書記深情闡述的習近平總書記深情闡述的 「「中國中國
夢夢」」 ，，讓人們看到了美麗中國的藍圖讓人們看到了美麗中國的藍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不斷激發人們實幹興邦的熱情不斷激發人們實幹興邦的熱情。。開年開年
之初之初，，在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在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貴州貴州提出了自己的提出了自己的 「「中國夢中國夢」」 ──20202020年實現年實現與全國同步小康與全國同步小康。。這這
不僅是在時代進步過程中不僅是在時代進步過程中，，因為大山阻擋了夢想照進現實的一代又一代貴州人的夙願因為大山阻擋了夢想照進現實的一代又一代貴州人的夙願，，也是因為夢想走進貴也是因為夢想走進貴
州州、、扎根貴州的建設者們的熱切盼望扎根貴州的建設者們的熱切盼望，，更是人民富強更是人民富強、、國家興旺的重要標誌國家興旺的重要標誌。。因為貴州的因為貴州的 「「中國夢中國夢」」 ，，加快發加快發
展成為貴州人民必然的選擇展成為貴州人民必然的選擇。。

文文 汪仕英汪仕英、、勞莉勞莉、、張玲張玲

要謀得發展的機遇，開放是不可缺少的
條件，閉門造車只會走進發展的死路子。汲
取改革開放的經驗， 「走出去」和 「引進
來」成為貴州對外開放的直接手段。

貴州實施了 「引銀入黔」工程，近三年
來，貴州的存、貸款都增長了一倍，同時，
也極大地完善了貴州特別是省會貴陽的金融
機構體系。招商銀行、興業銀行，花旗銀行
先後進駐貴陽，先進的管理和服務理念為貴
州的金融市場注入新的活力。

2012年前三季度，貴州省金融業實現增
加值260億元，同比增長14.5%，除了銀行業，
保險業、證券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去年，
貴州證監局結合貴州實際，針對資本市場如
何服務地方經濟，開展了大型巡講活動。並
請上市公司高管現身說法，幫助地方政府和
企業提高利用資本市場能力。截至11月末，
保險業在貴州省也實現保費收入138.92億元，
同比增長13.8%，增幅在全國列第4位。

五年累計， 「引銀入黔」工程共為貴州
額外爭取到1300多億元的信貸資金，為重大
項目、重點產業和中小企業注入了資金活
水 ， 成 為 拉 動 貴 州 省 經 濟 發 展 的 「新 引
擎」。

「引進來」的 「引金入黔」工程，讓人
們看到了對外開放、合理利用外資的極大好
處，而 「走出去」戰略，也逐漸成為貴州開
放門戶謀發展的重要方式。

2011年起，貴州連續兩年在香港舉辦
「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吸引香港

政界、商界知名人士和世界500強企業代表、
東南亞和歐美知名僑商逾千名參加。共簽約
投資項目132個，金額近300億美元；貿易項目
103個，金額168.58億美元。

高效的招商方式，不但為貴州贏得了前
所未有的投資機遇和大量資本，更擴大了貴
州的知名度，越來越多境內外財力雄厚的企
業、財團踏上了貴州這片待開發的熱土。

與此同時，貴州鄭重承諾：凡是國內其
他省份能夠提供的優惠條件，貴州都將提
供；凡是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投資權益，
貴州都將依法保護；凡是需要由各級政府解
決的問題，貴州都將全力解決。字裡行間，
流露出貴州這個坐落在中國西部內陸、全國
唯一一個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卯足了勁，千
方百計謀求發展的決心和毅力。

2013年伊始，貴州由省級領導帶隊，又
一次踏上沿海之城，為期四天的 「貴州金融
招商融資活動周」，把足印留在了香港、上
海、深圳，新年之初，貴州迫切地帶真誠
和謙遜 「走出去」，再一次向外界展示了她
虛懷若谷的胸襟、求賢若渴的氣度。

一年前，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石板鎮雲凹村還是一個普通
而平靜的小山村，一年後，這裡挖掘機轟鳴，一條條寬敞的公
路正在 「憑空而現」，作為新規劃的貴安新區的核心區之一，
雲凹村開始變得不平凡。

「我們2010年開始搞工業園，修好了路，帶動了我們石板
鎮村民家裡的水、電、有線電視網等建設，現在農民人均純收
入接近萬元，貴安新區把石板劃到核心區，交通設施建好了，
我們的發展機遇更大。」在不久前召開的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來自石板鎮的人大代表曾志雲談起石
板鎮近幾年的變化，滿是驕傲。

2012年1月12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
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即國發【2012】2號文
件）。這一從國家層面全面系統支持貴州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首次從國家層面明確貴州的戰略定位：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
資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輕工業基地、以航空航天為重點的裝備
製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扶貧開發攻堅示範區；文
化旅遊發展創新區；長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民族
團結進步繁榮發展示範區。

一年來，從國發2號文件中 「走出來」的項目，從紙上政
策到落地為實，讓貴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趕 「與全國同步
小康」的步伐。

2012年，貴州省立足 「四基地一樞紐、三區一屏障」的戰
略定位和 「四大區域」的空間布局，啟動實施了黔中經濟區核
心區建設、出海通道建設等20個重大項目，帶動貴州經濟社會
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一條條高速公路和鐵路蜿蜒出省、一座座機場在高原之巔
誕生，一艘艘滿載貨物的輪船從黔中駛向大海……

2012年，貴州省建成高速公路607公里，新增13個縣通高
速公路，高速公路通車里程2600多公里，在建里程達到2500多
公里，公路建設完成投資額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貴陽至成都、重慶2小時，至廣州、武漢等地3小時，至北
京、上海等地8小時的快速鐵路交通網已開工建設。貴州正全
面進入高鐵時代。

與此同時， 「南下珠江、北進長江」的 「黃金水道」、以
貴陽龍洞堡機場為主的 「一幹十三支」空中交通網絡也已全面
開始建設。國發2號文件所提出的貴州通達的交通網絡布局，
開始雛形初現。

走進福泉市馬場坪工業園區，投資7億元年產130萬噸水泥
的利森集團在開足馬力生產，投資49.3億元的國電福泉火電廠
已初具規模。在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思想指導下，福
泉磷化工工業從粗放型不斷向精細化蛻變，催生了以甕福集團
為龍頭的天福、威頓、川恆、利森、泰福等現代企業。

而這些，不過是貴州大力實施工業強省戰略的縮影。
2012年，貴州省全年累計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250億

元，首次突破2000億元大關，同比增長22%。一個新興的西南
工業基地正在黔中崛起，一座座新型的城市也在機器的轟鳴中

誕生。
2012年8月，貴州啟動100個示範小城鎮建設。截至2012年

12月底貴州省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開工10.25萬套，開工率
103.22%；竣工10.21萬套，竣工率130.4%。2012年，中央下達
補助資金36億元，要求年內完成農村危房改造35萬戶。貴州在
此基礎上，再投入省、市、縣財政補助資金12.34億元共完成
農村危房改造43.95萬戶。

無論是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還是農村生態移民工程，都是
為了讓群眾生活得更好。為了讓百姓在新房 「留得住」，貴州
還啟動 「居有所樂」工程，社區全民健身路徑工程、社區文化
活動中心、社區書屋建起來，配套設施完善了，才是真正的民
生工程。

這一年貴州省的城鎮化率提高了1.5個百分點，達到36.5%。
2013年，貴州省還將建設扶貧生態移民住房36485套、搬

遷151083人。同時，通過引導農村勞動力向產業園區轉移或自
主創業、完善移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等， 「搬得出、留得住、能
就業、有保障」成為貴州扶貧生態移民的目標。

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農民盡快提高收入，提高生活
質量。小城鎮一頭連着農村，一頭連接城市，在邁向小康社會
的道路上，農民和城鎮居民，必須攜手共進。

按照國家2300元的農村扶貧標準，2011年末貴州還有農村
貧困人口1149萬人，佔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9.4%，2012年，貴
州把爭取國家支持作為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務來抓。一年過去，
財政扶貧資金投入30.75億元，其中發展資金淨增6.38億元，同
比增長33.8%，增幅位居全國第一；共減少貧困人口130萬人，
為歷年來減貧人數最多的一年；5個重點縣128個鄉鎮可實現
「減貧摘帽」。

「消除貧困，貴州不能拖全國的後腿，我們沒有退路，只
能背水一戰。」貴州省委、省政府用實事和數字，表達着消除
貧困的決心和信心。

截至目前，貴州共爭取中央財政扶貧資金29.79億元，其
中發展資金淨增6.38億元，同比增長33.8%，增幅位居全國第
一。爭取到世行貸款項目1.4億美元（約合8.8億人民幣）。國
開行授信33億元，貴州省農村信用聯社對扶貧產業發展授信
500億元。

在國家出台的片區規劃中，貴州共有70個縣列為規劃縣，
佔全省總縣數的80%，除少數市轄區外，基本實現了國家連片
特困地區對貴州的全覆蓋，同時，新爭取到上海、杭州、廣
州、蘇州等8個發達城市對貴州除貴陽以外的8個市（州）對口
幫扶的全覆蓋，31個中直機關（央企）對貴州50個重點縣定點
幫扶的全覆蓋。

一系列 「爭取」的背後，是貴州變被動為主動，把不可能
變成現實的過程，2012年，130萬人口告別 「貧困」二字，未
來，通過貴州自強不息的 「造血」機制，將有更多的人脫離貧
窮，走向富裕。

從窪地走向高地從窪地走向高地 從區域走向全國從區域走向全國

中中國國夢夢

民生為本民生為本 企業為基企業為基 力構建力構建「「六大體系六大體系」」
過去的一年，因為有了國發2號文件等中

央政策的大力支持，有了全省人民上下一
心、團結奮力的熱情， 「貴州速度」吸引了
人們的目光。

「今後五年是我省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決戰期。」貴州省省長陳敏爾一
語道破重點，貴州正迎來發展的最快時期，
機遇湧入，同時也困難重重。

為了能在這場 「決戰」中搶得先機，貴
州省提出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
標：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2017年全面
小康實現程度達到84%左右；進出口總額年均
增長26%，引進省外實際到位資金年均增長
30%；工業經濟比重提高到44%、城鎮化率提
高到46%、民營經濟比重提高到55%、縣域經
濟比重提高到71%、信息化發展指數提高到
8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
收入年均分別增長14%和16%；城鎮登記失業
率控制在4.5%以內；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
5.5‰以內；節能減排控制在國家下達的指標
範圍內。

一個個具體的數據，彰顯出貴州人在
2020年實現與全國同步小康的決心和信心。
為了實現對人民的承諾，《政府工作報告》
同時提出了政府工作要解放思想、搶抓機
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民生為本、企業
為基，突出重點、統籌兼顧，並且提出了今
後五年要構建的 「六大體系」：符合資源稟

賦和市場需求的特色產業體系、適應經濟社
會發展的現代基礎設施體系、具有山區特色
的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統籌發展體系、面向基
層面向民生的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體系、助
推科學發展的動力支撐體系、生態環境安全
保障體系。

「六大體系」，畫出了小康社會的美好
藍圖。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
克志將其稱為貴州的 「中國夢」：與全國同
步小康，則是現階段貴州的 「中國夢」，體
現了貴州省各族人民的熱切期盼和強烈追
求，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歷史責任和使
命。

未來任重而道遠，2013年，貴州給自己
定下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地區生產總值增
長1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
純收入分別增長14%和16%……同時，未來的
工作將力加大投資力度、力提高經濟發
展質量、力打造重點發展平台、力推進
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力抓好改革開放重點
工作、力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力辦好民生實事。

未來的路注定是艱辛的，但是要攀上高
峰，本沒有平坦的大路可循，有了在2020年與
全國同步小康的貴州 「中國夢」，有了國家堅
強的後盾，對於堅韌的貴州人民來說，再沒有
什麼不可戰勝的困難，畢竟，有夢想，才有未
來。

加大開放步伐加大開放步伐 譜寫改革發展新篇章譜寫改革發展新篇章

「「貴州速度貴州速度」」 建設美好和諧新家園建設美好和諧新家園

▲▲黔西南州黔西南州金銀花金銀花種植種植
帶出一條致富路帶出一條致富路

▲▲紅楓湖大橋紅楓湖大橋

▲▲20122012年年，，貴州省全年累計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貴州省全年累計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值2250225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圖為華能焦化公司廠區一角華能焦化公司廠區一角

▲▲

20122012年年，，貴州省建成高速公路貴州省建成高速公路607607公里公里。。圖為崇溪圖為崇溪
河至遵義高速公路姜家壩大橋河至遵義高速公路姜家壩大橋

▲▲中國中國（（貴州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已成為貴州的一張名片國際酒類博覽會已成為貴州的一張名片，，每年吸引大量中每年吸引大量中
外客商前來參展外客商前來參展

▲▲20122012年年，，貴州省扶貧系統完成扶貧生態貴州省扶貧系統完成扶貧生態
移民移民33萬人以上萬人以上。。圖為貴州生態移民新村圖為貴州生態移民新村

2012年12月底，在貴州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上，貴州省委
書記趙克志向全省發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動員令，並提出
了解放思想的 「十破十立」。

一語讓人幡然醒悟。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
標，再一次點燃了全國人民奮發圖強的激情，貴州必須要在民
族復興的關鍵時期趕上全國步伐，用什麼追趕？怎麼追趕？
「十破十立」如同一把金鑰匙，打開了貴州通往小康社會的大

門。
貴州雖然深處西部內陸，沒有浩然的海洋也沒有廣袤的平

原，可是大山也可以承載起後發趕超、跨越發展的使命。山脈
之下，埋藏着煤炭、磷礦、金礦等儲量巨大的礦產資源；山溝
裡，是建國初始就建立起來的工業基地；豐富的動植物資源，
成為少數民族兒女祛病除邪的 「寶藥」；怡人的氣候，逐漸在
新紀元，把貴州帶到了世界的面前……

貴州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天然寶庫，發展滯後，缺的不是資
源，是人心。 「突破信心不足、突破墨守成規、突破自我滿
足、突破保守封閉、突破消極等待、突破怕擔責任、突破說多
做少、突破反應遲鈍、突破忽視產業、突破不跑不要。」十句

突破，是十個警示，指明了要發展，必須從思想上破除制約貴
州發展的傳統觀念和體制障礙，把握發展大勢，認清發展規
律，這才有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事業的基礎。

從國發2號文件開始，中央的政策大幅度向貴州傾斜，貴
州的發展， 「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突破了既有
的陳舊觀念還不夠，對貴州兒女來說，跟上時代的新思潮，才
能想出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而突破之後是樹立， 「樹立
敢於爭先的意識、樹立開拓創新的意識、樹立追求卓越的意
識、樹立包容合作的意識、樹立搶抓機遇的意識、樹立勇於擔
當的意識、樹立幹字當頭的意識、樹立立說立行的意識、樹立
工業強省的意識、樹立積極爭取的意識。」十言樹立，語重心
長，是要把謀發展作為當前的第一要務，但 「謀」要有方向、
有重點、積極主動、膽大心細，為此，貴州把脫貧致富放在首
位、把開放發展作為手段、把民生民樂立為要務……只要關乎
群眾百姓幸福生活的一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對
渴求發展的貴州人民來說，思想上有了圖強的火花，行動上才
有奮進的激情，有了 「十破十立」的精神指引，就有了向人民
立下發展目標、並千方百計兌現諾言的信心和決心。

知不足而後進知不足而後進 「「十破十立十破十立」」攻堅克難攻堅克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