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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之源的復蘇珠江之源的復蘇 讓黔西南更美麗讓黔西南更美麗
望謨望謨

「「以山為本以山為本、、推動經濟發展推動經濟發展；；以水為媒以水為媒、、帶動港區繁榮帶動港區繁榮；；以城為以城為
美美，，傳承布依文化傳承布依文化」」 ，，面對新一輪西部大開發面對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望謨縣搶抓機遇望謨縣搶抓機遇，，依依
託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託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提出了今後的發展戰略提出了今後的發展戰略。。 「「十二五十二五」」 期間期間，，
望謨將圍繞望謨將圍繞 「「山山、、水水、、城城」」 開發優勢資源開發優勢資源，，全面推進工業化全面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城鎮化
、、農業產業化和市場化建設農業產業化和市場化建設。。未來的望謨未來的望謨，，將成為黔西南州區域經濟將成為黔西南州區域經濟
新的增長極新的增長極、、貴州出海和連接東南亞的大通道貴州出海和連接東南亞的大通道、、黔桂兩省區結合部交黔桂兩省區結合部交
通樞紐和商貿物流中心通樞紐和商貿物流中心、、珠江上游經濟區的能源和原材料深加工開發珠江上游經濟區的能源和原材料深加工開發

基地基地、、珠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珠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貴州省新的旅遊目的地及貴州融入貴州省新的旅遊目的地及貴州融入
「「泛珠三角泛珠三角」」 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橋頭堡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橋頭堡。。

隨着水路隨着水路、、鐵路鐵路、、高速公路立體交通網絡形成高速公路立體交通網絡形成，，落後封閉的望謨落後封閉的望謨
，，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
目標目標，，望謨要與全國同步進入小康望謨要與全國同步進入小康，，就必須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就必須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我們我們
相信相信，，通過望謨全縣人民的共同努力通過望謨全縣人民的共同努力，，3232萬人民期盼的天藍萬人民期盼的天藍、、地綠地綠、、
水清水清、、人和人和、、業興的美好家園指日可待業興的美好家園指日可待。。 文文 勞莉勞莉、、林鳳娥林鳳娥

望謨縣位於貴州省南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東部，總人口32.6
萬人，國土面積3005.5平方公里。望謨礦產資源、水能資源豐富，冬無嚴
寒，夏無酷暑，素有 「貴州天然溫室」之稱。

近年來，望謨縣在保增長、保發展、保穩定、調結構，惠民生、促和
諧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是由於全縣經濟總量小、人均水平低、經
濟基礎薄弱；以交通、水利等為重點的基礎設施落後，生產成本和綜合物
流成本高，城鄉收入差距大，就業不充分；城鎮化水平低，城鎮功能嚴重
缺失等等，災後重建任務異常繁重。

望謨作為欠開發、欠發達的縣份，為確保經濟增長， 「十二五」時期面臨
經濟社會發展既要 「趕」、又要 「轉」的雙重任務、雙重壓力。如何圍繞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突出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主基調，搶抓國
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等機遇，奮力破解瓶頸制約，重點實施工業化、城鎮化帶
動戰略，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立足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業，又好又快、更
好更快發展，是擺在望謨縣委、政府面前的一大考驗。

望謨縣委書記余越前在全縣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望謨廣大人民群眾
思發展、謀發展的願望是強烈的，只要我們高舉 「發展、團結、奮鬥」的
旗幟，堅持主基調和主戰略，按照省委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科學發
展目標，真抓實幹，排難奮進，望謨後發趕超的宏偉藍圖就一定會實現。

以山為本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山地經濟
望謨國土面積 3005.5 平方公里，其中，約有 90 萬畝石山區，剩餘的

360萬畝是能夠長樹的土山。由於有良好的氣候條件和大量的閒置土山，望
謨縣委、縣政府按照 「編規劃、強基礎、興產業、促發展、建綠色望謨」
的科學發展思路，圍繞 「山」做文章，大力發展 「山地經濟、生態農業」
，有序開發礦產資源。

據望謨縣縣長農文海介紹，近年來，在政府的引導下，當地農民利用良好的
氣候條件和閒置土山，開發種植林業，經果林、中草藥、蔬菜等符合現代人的消費
需求的現代農業和生態農業，大力發展 「生態農業、山地經濟」，做強做大桉樹、
蔬菜、油茶、油桐、甘蔗、草地畜牧、乾鮮果（火龍果、板栗、核桃）及中藥材等
特色產業。同時，還鼓勵農戶發展豬、羊、雞等養殖業，各種種植、養殖業直接帶

動農戶幾萬戶。通過 「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經營模式，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產
業鏈。由於產業規模化、管理規範化，產品品質得到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益明顯增
強，農民收入得到了極大地提高。

目前，望謨縣農業產業發展在原有的基礎上，再計劃種植100萬畝的竹
柳基地、油茶基地30萬畝、甘蔗基地30萬畝、早熟蔬菜基地20萬畝、核桃
基地10萬畝等。通過發展 「生態農業、山地經濟」，昔日荒山逐漸變綠，建
設綠色望謨的目標也在向前邁進，使綠水青山成為農民增收的聚寶盆。

據介紹，望謨的石山區蘊藏豐富的礦石資源優勢，境內富含金礦、鉛
鋅礦、玉石等10多種礦藏，望謨將在保護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有序地開發。

以水為媒打造與粵港澳水陸互通的重要樞紐
隨貴州航運建設步伐加快，望謨一個名為 「蔗香港」的港口，一躍

成為珠江主航道的 「起點」，成為未來中國西南水上運輸南下出海第一大
港、滇桂黔乃至整個西南地區與粵港澳地區水陸互通的重要樞紐。

「蔗香港」位於望謨縣蔗香鄉，距縣城直線距離僅20公里，這裡正好是
珠江上游南、北盤江匯入紅水河的三江口。滇桂黔三省的結合部，上連接大西
南，下連接珠三角地區乃至南亞、東南亞地區。隨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和水
運能力的提高，蔗香的區位優勢進一步顯現，目前，正按照 「珠江之源、山水
港城」的思路，突出 「港、城、園」的開發理念，依託珠江黃金水道和區位優
勢打造 「蔗香臨港經濟開發實驗區」，使蔗香港在未來能夠形成 「對接港澳、
服務大西南、走向東南亞、循環低碳、綠色環保」的臨港產業區、 「珠江文化
、山水綠林」的旅遊區、 「生態自然和諧宜居」的新城區。實現港口現代化、
物流國際化、產業低碳化、港城一體化；構築對接港澳，加速珠江上游區域合
作的戰略支點，珠江上游、泛珠三角地區戰略合作的新高地；搭建大西南的要
素交流平台；塑造貴州內陸山地對外開發的新門戶；黔西南州重要的經濟增長
極和新型業態開發示範區。

試驗區總規劃年貨物吞吐能力4000萬噸、進出港1000萬人次。力爭到
2015年，試驗區年工業總產值達到20億元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7億元以
上，實現稅收收入1.2億元以上，實驗區人口5萬人以上。

有水路就會帶動重工業，建設 「蔗香臨港經濟開發實驗區」，將為望

謨及周邊地區的重工業發展帶來機遇，成為撬動貧困地區經濟社會大發展
，實現2020年和全國、全省同步奔小康的重要陣地。

以城為美打造 「中國布依城」推進城鎮化建設
望謨總人口32萬，有布依族人口20.3萬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64%。

據悉，布依文化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但是，望謨作為中國布依族人口最
多的一個縣，在這裡布依群眾創造和保護下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近500
個。據統計：全縣有200多個獨特風格的原始糧倉，33個國家一級珍稀樹
種和省級珍稀樹種，還有遍及村村寨寨的傳統紡織業、豐富的自然峽谷景
觀、峰林景觀、溶洞奇觀、生態資源、水上旅遊風光、布依傳統美食和濃
厚的布依風情，加上省布依族學會授予該縣 「中國布依族語言與文字培訓
基地」、 「中國布依族古歌之都」、 「中國傳統紡織文化之鄉」的榮譽，
為望謨縣打造 「布依文化之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民族民間文化不僅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靈魂，也可以成為經濟發
展的基石，望謨將圍繞布依元素來打造 「中國布依城」旅遊城市綜合體。

望謨縣委、縣政府打造 「中國布依城」，其目的是在保護和傳承了布
依文化的同時，讓更多的農民成為了市民，把望謨縣城僅有的土地資源作
用發揮到最大，讓農民逐漸通過規模發展、小城鎮多元發展來增加收入，
達到脫貧致富。通過 「中國布依城」的打造，加快推進小城鎮建設，實現
民族文化與城市綜合體的結合，最終形成一個布依文化品牌，形成文化產
業，增加旅遊收入，讓老百姓受益，實現可持續發展。

「依託資源做標準建新城，通過5年左右的時間，把望謨縣打造成國
際知名、國內一流的布依族原生態文化旅遊目的地，形成遊客到雲南麗江
看納西文化，到貴州西江看苗族文化，到貴州望謨看布依文化的旅遊格局
。同時開發紅水河蔗香港口和六里峽谷自然景觀，形成旅遊資源的良好組
合，使望謨縣成為珠江上游令人神往的文化旅遊創新區，推動全縣經濟社
會的跨越發展。」農文海縣長在描繪望謨未來五年發展藍圖的同時，對望
謨的大發展充滿了信心。

展望未來，前景光明燦爛。有望謨人民克服困難、迎難而上、後發趕
超、與全國全省同步實現小康的信心和決心，望謨美麗的明天，值得期待。

▲▲位於望謨縣境內的位於望謨縣境內的 「「蔗香臨港經濟開發試驗區蔗香臨港經濟開發試驗區」」 一角一角▲▲望謨縣縣長農文海望謨縣縣長農文海（（右二右二））深入基層了解民情深入基層了解民情▲▲望謨縣縣委書記余越前謨縣縣委書記余越前（（左二左二））到樂元鎮裡好村到樂元鎮裡好村
管州組調研指導工作管州組調研指導工作

2012 年，平塘縣面對沉重壓力和嚴峻挑戰，全
縣上下團結一致、鉚足幹勁、務實真幹，緊緊圍繞經
濟建設這個中心，狠抓新型工業化、縣域城鎮化、農
業產業化、旅遊國際化 「四大戰略」，在年初時，就
提出了歷年來最快的經濟發展速度目標。通過克服重
重困難，發憤圖強，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可喜成績。

預計全縣地區生產總值完成22.6億元，同比增長
17.2%。財政總收入完成2.8億元，同比增長50.1%。
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1億元，同比增長50%，其
中：固定資產投資28.2億元，同比增長47%。農民人
均純收入達到4994元，同比增長18.6%。全縣共引進
外來投資項目44項，實際到位資金254330萬元，到
位資金創歷史同期新高。

在全省主要經濟指標預計排位統計中，與 2011
年比較，綜合測評分數排位由81名上升至71名，提
升了10個位次；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由81位上升至37
位，提升了44個位次；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速由57
位上升至19位，提升了38個位次；農民人均純收入
增速由40位上升至15位，提升了25個位次。經過全
縣上下的頑強拚搏，終於打贏了經濟發展增比進位的
「翻身仗」。

工業發展強勢推進
為推進工業發展，平塘縣以園區建設為平台，以

優勢資源為重點，以加強服務為根本，實現了工業跨
越發展。通州產業園完成徵地2000畝，基礎設施投
資5900萬元，主幹道動工建設，園區內電信、聯通

、移動、廣電線路改建工程加快，完成自來水管道鋪
設1.5公里，總投資47.15億元的14戶企業落戶。中
元礦業建成投產，澳華實業、安泰石材即將投產，盤
江龍盟、逢緣礦業、聚藝石材等企業正加緊建設，河
北雅海等項目即將進場。園區企業共完成投資4.87億
元，佔計劃的 243.6%， 「石土經濟」的潛力正逐步
轉變為現實生產力；平湖產業園一期佔地 38 畝
，建築面積 11088 平方米的勞動密集型標準化廠
房基本建設成。渝黔建材年產6000萬塊新型環保 「
燒結自保溫空心磚」建成投產。四寨產業園招商工作
有序開展。克服了政策變化、審批覆雜、程序繁鎖因
素，推動煤炭資源整合，15對民用煤礦全面恢復建
設，井巷工程掘進2.5萬米，投資4.17億元。河灣、
拉安、沙壩、茅草橋、甲茶電站建設累計完成投資
3.18億元。同時還扶持了一批小型、微型企業加快發
展。

城鎮建設增添動力
一年來，平塘縣先後建成老大橋和地稅大樓，落

實銀行貸款2.4億元實施城區幹道建設，運用BT模
式實施縣城8.3公里道路整體提升工程，投資25億元
的舊城區整體改造項目正在抓緊前期籌備工作，
抓好玉水龍庭、華地龍庭、泊岸御都房地產開發
，第一個四星級酒店正在建設，投資 400 萬元亮
化、美化 「玉水金盆」，狠抓以平塘三中、平塘
民族中學改擴建和縣醫院等為重點的重大公共服務
項目建設。塘邊、掌布、者密、白龍、甘寨等小城鎮

建設和村莊整治工作有力推進。克度返鄉農民工創業
園首開城鎮化與工業化有機結合新探索。為進一步深
入實施 「四大戰略」，創建全面小康示範區，培育新
的經濟增長極，通過深入調研，啟動了以平湖為核心
的城鄉統籌試驗區和以通州為核心的 「三化同步」試
驗區建設。

農業產業化成效顯現
2012 年，平塘縣基礎農業得到穩定發展，全縣

糧食產量達12.31萬噸，實現恢復性增長；綠茶新增
1.6萬畝達到6.1萬畝，水果新增1.8萬畝達到10.1萬
畝，蔬菜新增2萬畝達到17萬畝（其中商品蔬菜面積
9 萬畝），核桃新增 3 萬畝達到 4.3 萬畝；烤煙種植
2.6萬畝，入庫5.5萬擔，佔州下達計劃的102%，煙
葉稅達1200萬元；完成大閘蟹養殖720畝，新增千頭
豬場2個，新增100隻以上規模養羊場25個；大牲畜
、生豬、禽類存、出欄以及肉類、禽蛋、水產品等保
持較快增長。以冊三公路沿線和重點壩區為主戰場，
按照 「做足山的文章、提升田的效益、挖掘水的潛力
」基本思路，圍繞 「兩茶一羊」和果、蔬、藥以及特
色種養等，強化資源整合，大力攻堅克難，完成 「
185工程」22.5萬畝，基地規模逐漸擴大，結構調整
逐步優化，效益逐漸顯現。全縣形成以綠茶、油茶、
養羊、四月桃、楊梅、中藥材、蔬菜、核桃、烤煙為
重點的9個萬畝基地和以大閘蟹、提子、設施農業等
特色種養業為主的3個千畝基地。 「185工程」成效
顯著，畝產 「185」逐步轉變為人均 「185」。年內實

現農業招商3.4億元，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22家，新
增農業企業11個，創建農業龍頭企業省級1個、州級
3個、縣級7個。產業化經營加快推進，農業龍頭企
業、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和專業大戶發展迅速，農產品
深加工效益逐漸凸顯。

旅遊產業煥發生機
圍繞 「旅遊國際化」的戰略部署，平塘縣編制了

《平塘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並通過省級評
審，報國家建設部審批，修編了《平塘國家地質公園
總體規劃》，大力實施地質遺跡保護項目和自然遺產
地保護項目，抓好掌布花石、毛南刺繡等民間藝術品
的開發，啟動牙舟陶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加強了景區
基礎設施建設。此外，借力世界最大口徑天文望遠鏡
建設項目，做足 「天眼」、 「天坑」、 「天書」和 「
民族文化」四篇文章，重點打造 「大射電─天坑群─
藏字石」地質奇觀科普遊，與貴州旅遊投資控股集團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 「行走平塘山水間」為重
點抓好宣傳推介。特別是成功舉辦了歷年來規模最大
、活動最多、規格最高的 「和諧天地人」旅遊文化歡
樂周，各地遊客接踵而至，再現旅遊發展的 「井噴」
。全年共接待遊客398.4萬人次，同比增長33.2%，旅
遊總收入完成28.6億元，同比增長31.3%，旅遊市場
再現 「井噴」，是近年來恢復增長較快的一年。旅遊
作為朝陽產業的地位得以加強。

平塘，在後發趕超的道路上，實現了經濟的跨越
發展。

「四大戰略」 推動經濟發展 後發趕超邁步跨越
平塘

平塘位於貴州南緣中部，全縣土地總面積2815平方公里，居住漢族
、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等24個民族32萬人口。平塘旅遊資源分布密集、
種類多樣、上水風光優美獨特，世界最大單口徑（500米）球面射電FAST
望遠鏡在這裡落戶。這裡生態環境之美，地質構造之奇，民俗民風之純，讓
每一個來到這裡的遊客，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平塘縣城素有 「玉水金盆」 之美譽，是國內不多見的被山水圍合的縣城
，站在城西蓮花坡的聚勝塔下俯瞰縣城，宛如盆景，玲瓏俊秀，韻致天然，
是人們休閒、度假的好去處。平塘 「美在自然、美在寧靜、美在淳樸」 。

近年來，平塘縣推進 「新型工業化、縣域城鎮化、農業產業化、旅遊國
際化」 四大戰略，立足自身實際，找準優勢資源，大力發展工業經濟，努力
趕超進位，使平塘經濟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發展。

文 勞莉、楊東、石治祥平塘縣城夜景平塘縣城夜景

平塘縣委書記嚴肅平塘縣委書記嚴肅（（右一右一））在塘邊在塘邊
鎮調研小城鎮建設情況鎮調研小城鎮建設情況

平塘縣縣長臧侃平塘縣縣長臧侃((前左二前左二))在白龍鄉在白龍鄉
調研農業產業發展情況調研農業產業發展情況

甲茶瀑布甲茶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