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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代表暢言雲南代表暢言燦爛綻放燦爛綻放

蓮子
康靜

「美麗雲南，不
僅美在風景，更美在
人的心靈；不僅美在
自然，更美在和諧、
美在民生、美在幸
福。」 這是在本次十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上，雲南省委書記
秦光榮接受媒體採訪
時對 「美麗雲南」 內
涵所作出的生動詮
釋。現在，站在全國
各族人民同繪 「中國
夢」 、齊步奔小康的
新起點上，雲南這個
邊疆少數民族大省應
該如何保護好良好的
生態、優美的環境，
解決好發展與保護的
難題；如何實現產業
轉型升級，加快跨越
發展的步伐；如何保
障和改善民生，實現
民族團結長治久安、
人民生活幸福和諧；
又該如何又好又快推
進 「美麗雲南」 建
設，努力綻放 「美麗
中國」 最美風景？會
議期間，十八位全國
人大代表接受了本報
記者的專訪，從不同
層面暢談各地施政新
舉、建言發展新策，
給出了雲南追求民生
美麗、社會美麗、發
展美麗的新思路、新
行動與新冀望。

本報記者

雲南是一個擁有豐富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省份。雲南省發改委
主任王喜良表示，到2015年，雲南
的裝機將達9000萬千瓦左右，清潔
能 源 佔 總 能 源 消 耗 比 重 將 達 到
30-35%。屆時，雲南將成為真正的
能源大省，清潔能源的開發將使雲
南的山更青、天更藍、水更清，他

希望國家各部門支持雲南清潔能源和再生能源的開發。
雲南地處雲貴高原，擁有豐富的風能、太陽能、地熱能資

源，能源林木、能源作物、各種有機廢棄物等生物質能資源也非常豐富。業內人士認為，積極發展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對雲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調整能源結構、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經濟和保障能源安
全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外，王喜良還建議國家加大對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三大流域水電項目建設的支持力度，特別是
盡快批覆怒江流域 「一庫四級」開發規劃，扶持產業發展、增強造血功能，幫助怒江人民早日脫貧。

積極發展新能源積極發展新能源
王喜良

雲南省工信委主任岳躍生認為，工業是 「美麗雲南」建設
的主戰場。雲南要優化調整傳統工業以及內部行業的體系結
構，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優質產業，實現先進生產；要積
極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在這個基礎上順應現代產業融
合發展的趨勢，推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增強企業的競爭
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產業和經濟基礎。

據了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雲南的工業門類相對齊全，
實力持續增長。在西部12個省份裡，雲南排位第六，工業化水
平實現了由初期向中期過渡的歷史性轉變。

岳躍生指出，要優化調整能源結構，調整一次能源比重，
增加新能源的使用。同時，通過法律、行政、經濟、媒體等不
同手段的管理監督，形成合力加強節能減排工作，真正打造美麗雲南。

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推進傳統產業升級
岳躍生

「實現教育公平要通過加快信息化建設來縮小城鄉差別、縮
小時空距離。今後三年，雲南將加快農村學校信息化建設，讓農
村學子同步同時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雲南省教育廳廳長何
金平對教育均衡發展問題如是說。

何金平特別指出，應當大幅度提高西部省份農村，特別是貧
困地區的教師待遇，增強職業吸引力，穩定農村教師隊伍。 「雖
然現在教師水平整體提高了，但是城鄉差別較大，農村教師不僅
生活工作條件差，而且職稱晉級的機會也較少。」何金平說，這
樣很難將優秀教師留在農村，這也是代課老師存在的一大主因。

如何保障好各種群體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何金平透露，雲
南將統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和升學考試的需求及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的承載能力，加強流
入量較大地區公共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

促進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何金平

雲南少數民族人口佔總人口的33%，境內分布着25個世居
少數民族，有16個民族跨境而居。《國務院關於支持雲南省建
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給出了 「把雲南建設成為
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示範區」的戰略定位。

把雲南建設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的示範
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對雲南的肯定、信任和關懷，是探索中
國特色、展示中國民族工作成功實踐的重要窗口，雲南省民委
主任趙立雄表示。雲南省高度重視民族工作， 「不讓一個兄弟
民族掉隊」，在民族地區實施特殊扶持政策，推進興邊富民工
程，以跨越發展促進民族團結，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實現了
民生大改善、民族文化大繁榮，為各民族和睦相處創造了許多經驗。

趙立雄向中央提出三點建議：一、進一步完善邊疆繁榮穩定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區建設協調機制；
二、把國家興邊富民特色優勢產業試點縣擴大到雲南所有25個邊境縣，參照少數民族照顧政策，對佤
族、拉祜族、傈僳族給予重點扶持；三、從國家層面支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建設跨越發展示範區。

凝聚民族團結力量凝聚民族團結力量
趙立雄

「提升外向型經濟水平，把雲南打造成外向型經濟的高地應
該是雲南加快橋頭堡建設的重要一環。」保山市市長吳松認為雖
然橋頭堡戰略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基礎
設施仍然比較落後；相比一些特區的建設，國家相應的政策環境
不優；組織實施方面還不夠好，整合資源方面還有待改進等。

雲南啟動橋頭堡建設後，國家層面對於對外開放的布局對雲
南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對此，吳松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建議國
家應該批准雲南組織建設滇西、滇南兩大沿邊經濟合作區，或者
批准保山建立沿邊經濟合作區；二是建議國家批准騰沖猴橋成為
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三是希望國家加大力度支持保山的大通
道建設，能盡快把隆陽—騰沖—猴橋鐵路建設列入國家計劃；五是希望國家對雲南橋頭堡建設給予一定
的特殊政策，如加快中央財政對雲南的轉移支付力度等。

打造外向型經濟高地打造外向型經濟高地
吳松

「城鎮上山在楚雄州將有新的布局。」楚雄州州長李紅
民介紹說。 「按要求在原來的城市規劃建設中是586平方公
里，新規出來後，調出耕地31平方公里，按上山要求做規
劃。」李紅民透露。

在李紅民看來，要想發展經濟就應該鼓勵工業上山、城
鎮上山。工業上山要把工業收納入園區，現在，楚雄州有11個
園區正按照築巢引鳳的理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之後，需要
加大力度招商引資，形成窪地效應、集結優勢產業，為未來
的發展蓄積力量。

2011年和2012年，楚雄州有5億多人民幣投入到工業建設
上。李紅民認為，楚雄未來的發展主要是要抓好煙草、冶金
化工、綠色食品、生物醫藥、文化旅遊、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產業的建設。 「楚雄州的基礎情況比較
好，在產業新區建設方面，省委省政府有更大的規劃。」此外，李紅民表示通過雲南省委、省政府在
產業建設導向和扶持方面的系列優惠政策，將保證企業 「進得來，留得住。」

大力推動城鎮上山大力推動城鎮上山
李紅民

談及產業發展問題，紅河州州長楊福生表示，紅河現在是雲
南縣級市最多的州，無論是縣或市，都要採用園區經濟的發展模
式，產業要向園區集中，推進供水、電力、物流等基礎設施的綜
合利用，提高發展效率。

紅河州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時，要有准入條件。高科技產業
或對現有資源深加工有利的會承接，但對污染的、落後的或者是
其他地區淘汰的產能則要拒絕。此外，還需要綜合考慮投資的強
度、市場的前景，土地、資源都是有限的，不能盲目進行承接。

紅河州既要做到高速發展、綠色發展，又要做到節能減排符
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目前，作為全州的交通樞紐中心，州府
蒙自發展起來後既對相關產業，也對個舊、開遠、建水等城市產生了明顯的輻射帶動作用，打造 「半小
時經濟圈」的目標已基本實現。下一步，紅河州要繼續打造 「一小時經濟圈」，爭取輻射帶動彌勒、屏
邊等縣市一起發展。 「如此，四五個城市圈就可以形成一個中型的城市群，成為雲南經濟發展的第二極
是沒有問題的。」楊福生說。

續建一小時經濟圈續建一小時經濟圈
楊福生

作為文山的一州之長作為文山的一州之長，，黃文武表示黃文武表示，， 「「近段時間最大的近段時間最大的
困難是缺水困難是缺水，，目前只想大家都有水喝目前只想大家都有水喝。。」」黃文武有些辛酸地黃文武有些辛酸地
介紹說介紹說，，文山有文山有354354萬人口萬人口，，至今沒有一個大水庫至今沒有一個大水庫，，滿打滿算滿打滿算
總蓄水量只有總蓄水量只有66億立方米億立方米，，特別需要一個大型水庫來保證飲水特別需要一個大型水庫來保證飲水
安全安全。。但從最初提出申請到現在但從最初提出申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已經過去了2020年時間年時間。。
「「希望國家希望國家盡盡早啟動水庫建設項目的勘查早啟動水庫建設項目的勘查、、調研工作調研工作，，早日早日

實現開工建設實現開工建設。。」」此外此外，， 「「目前最能解決實際困難的是小水目前最能解決實際困難的是小水
庫庫，，60006000元就可以建一個元就可以建一個，，國家補助標準是國家補助標準是10001000元元，，但文山但文山
的資金缺口太大的資金缺口太大。。」」

黃文武還談到了文山農村危房的改造問題黃文武還談到了文山農村危房的改造問題，， 「「為什麼為什麼55級級
地震就能讓房子倒一片地震就能讓房子倒一片？？因為農村房屋質量太差了因為農村房屋質量太差了，，期待雲南農村危房能期待雲南農村危房能盡盡快全部改造完快全部改造完。。」」

談到談到雲南的城鄉一體化問題的城鄉一體化問題，，黃文武提出黃文武提出，，在中西部山區多的地方建設大型城市並不現實在中西部山區多的地方建設大型城市並不現實，，城鎮化城鎮化
建設推進不應只將焦點集中在大型城市建設推進不應只將焦點集中在大型城市，，而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到縣鄉一級的小城鎮建設上而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到縣鄉一級的小城鎮建設上。。 「「現在城市現在城市
建設還是容易建設還是容易 『『抓大放小抓大放小』』，，中小城鎮建設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缺乏產業支撐中小城鎮建設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缺乏產業支撐，，難以消化新增勞動力難以消化新增勞動力。。」」
黃文武建議黃文武建議，，雲南今後的小城鎮建設還是要立足雲南今後的小城鎮建設還是要立足於於當地資源優勢來做規劃當地資源優勢來做規劃，，靠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來支撐靠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來支撐
城市發展城市發展。。

首要解決飲水安全問題首要解決飲水安全問題
黃文武

談及普洱市的發展，普洱市委副書記錢德偉對記者表示，普
洱始終堅持 「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的發展理念，努力
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一直以來，普洱堅持保護生態就
是保護生產力，建設生態文明就是發展生產力、提升競爭力的信
念，充分挖掘普洱綠色經濟的潛在價值，以打造綠色環境、綠色
產業、綠色城鄉、綠色服務、綠色社會為抓手，把生態文明融入
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全過程中。目前，普洱已構建
起了最嚴格的生態保護體系和秉承地方資源優勢的綠色產業體
系，走出了一條保護與發展相適應，人與自然相互尊重、和諧相
處的綠色發展之路。

「在國家永續發展的大背景下，保護與開發並非矛盾體，保
護不等於禁止開發，開發也不意味着就是破壞。只要找準路徑，保護與開發其實可以是一個互促共進的
統一體，綠色發展就是兼顧保護與開發互促共進的科學路徑。」錢德偉說。

走綠色發展之路走綠色發展之路
錢德偉

據西雙版納州代州長羅紅江介紹，目前西雙版納正在努力
打造 「國際生態旅遊州」，構建 「金四角」黃金旅遊圈，欲打
通中國西雙版納—老撾瑯勃拉邦—泰國清邁、清萊—緬甸大其
力環線，借此形成旅遊圈和貿易圈，實現旅遊二次創業和發
展。現在，西雙版納州已代表中國與鄰邦老撾、泰國形成了三
國六方會談機制，賴塔、會曬、瑯勃拉邦、清邁、清萊等都已
經參與了進來，下一步緬甸的大其力也即將加入。

羅紅江表示，西雙版納要做好對外開放、文化旅遊、生物
產業三篇大文章，並着重指出， 「西雙版納是不可能發展重工
業的。」羅紅江強調，西雙版納要打造國際生態旅遊州，要爭
取到適合自己的政策，在橋頭堡通道建設方面，希望國家層面能夠加大對瀾滄江、湄公河水道環境的
整治力度。

「口岸建設方面，西雙版納有磨憨國家級口岸、蒙曼通道、景洪港的關累碼頭，未來可以考慮把
勐臘縣建成沿邊示範區，特別是對老撾開放的示範區來考慮。」羅紅江認為，要實現中國面向東南亞
開放單靠地方很難解決，必須站在國家戰略的層面來謀劃。

構建構建 「「金四角金四角」」 旅遊圈旅遊圈
羅紅江

大理州州長何華表示，大理美在生態、美在文化、美在和
諧，但是最美在幸福，幸福的笑顏洋溢在每一個人臉上才是大
理最美麗的風景，因此發展民生是 「美麗大理」建設最重要的
內容，把民生搞好了， 「美麗大理」才成為可能。

何華稱大理要實現幸福民生要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
保障底線民生，大理州目前還有74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解
決好貧困群眾的溫飽問題是民生建設的第一要務；二是搞好基
本民生，要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涉及老百姓衣食
住行、上學就業等各方面的基本民生；三是關注熱點民生，知
道應該採取什麼樣切實可行的措施解決好群眾的大小難事；四
是提升幸福民生，在發展的進程中更加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強化政府服務、提升幸福指數。

「我們一定要多做讓群眾感受得到、觸摸得到的幸福的事情。」作為一州之長，讓全州老百姓都
能實現他們所期待的幸福，亦是何華所不懈努力追求的最大幸福。

幸福民生最美麗幸福民生最美麗
何華

如何發展德宏旅遊？德宏州州長龔敬政認為，要爭取國家
恢復中緬異地辦證及中緬邊境旅遊，通過中緬旅遊的發展帶動
大的人流來往，從而加強中緬邊境文化、經貿聯繫，擴大緬甸
及其周邊國家的旅遊合作與發展。

中緬旅遊於1991年中緬雙方簽訂協議後開始蓬勃發展，後
因滇緬地區出現一些局部賭博現象，國家在2005年停止了異地
辦證，隨即德宏和緬甸的 「多日遊」業務也被叫停。龔敬政介
紹，異地簽證未被停止前中緬雙方旅遊業相當火爆，停止後雙
方與旅遊相關的酒店住宿、飯店餐飲、旅行社等旅遊產業都受
到很大影響。

龔敬政認為，中緬雙方旅遊產業的發展對促進雙方經貿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把這
扇門永遠關起來，將會喪失一個很大的發展機會。近年來，特別是緬甸民選政府執政以來，西方國家
紛紛到緬甸搶灘旅遊業。 「中緬旅遊必須要盡快開口，否則我們會變得很被動。」龔敬政表示。

恢復中緬邊境旅遊恢復中緬邊境旅遊
龔敬政

麗江如何實現與全國同步小康？市長和良輝認為，麗江發
展的 「核心」應是產業的生態化，最重要的是靠核心生態產業
解決老百姓的收入翻番問題。 「到2020年，麗江市人均GDP要
達到5.9萬元，GDP總量要達到188億元，按照目前初步的產業
發展規劃，完全可以實現。」和良輝自信地說。

「麗江的生態產業在未來可以發展到500億元以上。」和
良輝告訴記者，目前，麗江已種植核桃200多萬畝，核桃系列
產業的開發再加上其他的延伸產業，可以發展到100億元以
上。另外，中藥產業、油橄欖產業、瑪咖產業、螺旋藻產業都
分別要培育到100億元以上。 「生態產業發展既把生態保護好
了，同時又把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和良輝高興地表示。

生態產業奔小康生態產業奔小康
和良輝

對於迪慶如何加快全國藏區跨越發展和長治久安示範區建
設，迪慶州州長黃政紅表示， 「迪慶藏區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和諧發展、跨越發展是迪慶發展的必經之路。」

「要實現跨越發展和長治久安，首先要抓基礎。」黃政紅
強調， 「對迪慶來說，基礎設施薄弱仍然是制約發展的最大瓶
頸，要加快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基礎就是基層政權、
基層組織建設，要把老百姓很好地組織起來，讓大家的日子一
年比一年好過、一年比一年更富裕。」

目前，通過開展禁伐天然林、兩江流域生態保護等工作，
迪慶的生態保護已步入了常態化建設軌道。旅遊產業跟生態保
護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旅遊產業的強勁發展有效地帶動了藏民增收，改善了
民生。日子好過了，藏民的生態保護意識不斷增強，也會讓生態保護得更好。」黃政紅介紹，去年普
達措國家公園接待遊客近百萬人次，整個迪慶州的旅遊接待突破1000萬人次，海外旅遊者突破100萬人
次，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保護生態和諧發展保護生態和諧發展
黃政紅

臨滄市地處滇西南，是一個充滿活力、生機與神秘的地
方。臨滄市市長鎖飛自信地表示，一直以來，臨滄加強生態文
明建設，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始終保持着天藍地綠、山清水
秀、生物多樣、和諧宜居的良好發展局面。

臨滄與緬甸接壤，是中國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城市，也是
南亞國家看中國的重要窗口。鎖飛介紹，多年來，臨滄先後組
織實施了七彩雲南保護行動，森林雲南建設行動，生物多樣性
保護行動等環保工作，同時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不斷加
大節能減排與對石漠化地區、陡坡地的治理力度，提升了公眾
參與支持美麗臨滄建設的理念和行動。

據悉，由於臨滄地處邊疆，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城鄉居民的收入還低於全國全省平均水平，生態
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主要依靠國家的支持。因此，鎖飛建議國家按照西部地區所承擔的生態保護責
任，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解決好臨滄生態建設與權益保障的問題，建設好國家生態安全屏障。

建好生態安全屏障建好生態安全屏障
鎖飛

雲南鐵路建設今年將迎來哪些發展機遇雲南鐵路建設今年將迎來哪些發展機遇？？昆明鐵路局局長昆明鐵路局局長
劉柏盛介紹劉柏盛介紹：： 「「20132013年昆明鐵路局在建項目是年昆明鐵路局在建項目是1111個個，，鐵道部下鐵道部下
達的投資計達的投資計劃劃是是217217..66億元億元，，比去年實際完成的比去年實際完成的180180億元增加了億元增加了
3030多億元多億元。。」」劉柏盛透露劉柏盛透露，，雲南鐵路雲南鐵路33大項目有望開工大項目有望開工，，其中其中
有有 「「大瑞線大瑞線」」的保瑞段的保瑞段（（保山到瑞麗保山到瑞麗），）， 「「成昆線成昆線」」廣通到永廣通到永
仁段擴能改造仁段擴能改造，，以及麗江到香格里拉鐵路以及麗江到香格里拉鐵路。。

劉柏盛介紹劉柏盛介紹，，到去年年底到去年年底，，雲南全省鐵路運營里程達到了雲南全省鐵路運營里程達到了
26192619..44公里公里，，但相比全國但相比全國，，雲南的鐵路建設水平並不高雲南的鐵路建設水平並不高，，建設建設
需求仍十分迫切需求仍十分迫切。。目前雲南省鐵路複目前雲南省鐵路複線線率僅為率僅為1111..22%%，，遠低於遠低於
全國全國4444..99%%的水平的水平。。鐵路網密度和人均鐵路里程在全國綜合排鐵路網密度和人均鐵路里程在全國綜合排
名第名第2929位位，，也低於周邊省區也低於周邊省區。。 「「在雲南建鐵路難度非常大在雲南建鐵路難度非常大，，同樣的里程同樣的里程，，可能在東部或西北兩三年就可能在東部或西北兩三年就
能建成能建成，，在雲南卻要花幾倍的時間在雲南卻要花幾倍的時間。。」」劉柏盛感慨地說劉柏盛感慨地說。。

應對困難和挑戰應對困難和挑戰，，劉柏盛提出了劉柏盛提出了44點建議點建議：：一是建議國家加快雲南鐵路國際大通道建設的前期工一是建議國家加快雲南鐵路國際大通道建設的前期工
作作，，力爭力爭盡盡早開工早開工。。二是建議加大中央財政對公益性鐵路項目的投入二是建議加大中央財政對公益性鐵路項目的投入。。三是希望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三是希望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
補償機制補償機制。。四是希望高度關注和營造良好的鐵路安全環境四是希望高度關注和營造良好的鐵路安全環境。。

加快滇鐵路大通道建設加快滇鐵路大通道建設
劉柏盛劉柏盛 針對雲南白藥在香港、澳門被回收事件，雲南白藥控股有

限公司總裁王明輝對記者表示， 「雲南白藥確實含有烏頭生物
鹼的成分，但是含量非常少，安全性毋庸置疑。」雲南白藥通
過獨特的炮製、生產工藝，在加工過程中，已使烏頭鹼類物質
的毒性得以大幅減弱甚至消解。

雲南白藥是雲南著名中成藥，由雲南民間醫生曲煥章於
1902年研製成功，對跌打損傷、創傷出血等有很好的療效。自
1956年以來，其配方、工藝被國家相關單位確定為國家秘密，
嚴格保密。今年2月，雲南白藥在香港、澳門因含有未標示的
烏頭類生物鹼接連被回收，引發軒然大波。

王明輝回應， 「白藥確實含有烏頭生物鹼類的成分，國家
藥典規定烏頭生物鹼一天的攝入量可以在1200個ppm（溶液濃度單位，百萬分之幾濃度）。新加坡對
此有更嚴格的規定，每天攝入量是60個ppm。但多年檢測下來，白藥中的烏頭類生物鹼一天服用量最
高只有百分之三點幾個ppm，可以想像安全性有多高。雲南白藥已經有幾十億人服用過了，安全性毋
庸置疑。」

雲南白藥很安全雲南白藥很安全
王明輝

「美麗福保」如何構建？連續二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昆
明市官渡區六甲街道福保社區黨委書記楊明表示， 「美麗福
保」規劃先行！目前，福保村正計劃投資近百億元建設一個佔
地3800畝的旅遊文化小鎮，規劃已於去年12月15日獲得了相關
部門的批准，計劃今年4-5月份動工。楊明表示，福保旅遊文
化小鎮的規劃與建設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是可居，即我們的
村民要住的寬敞、住的生態、住的明亮；第二個是可商，即老
百姓可以就地經商，解決生存問題。 「相信這個項目建成之
後，福保村將會實現新的跨越發展。」楊明樂觀地說。

楊明說自己熱愛農村、熱愛農民，福保村如何傳承厚重古
樸的滇池鄉村文化是他一直在思考與實踐的問題。他認為，鄉土文化是一個村莊的根、也是一個村莊
的財富，一個好的村莊應該是有文化的村莊、有品牌的村莊。楊明認為福保村的發展建設模式在雲南
乃至國內都可以 「複製」，現在，雲南已經有很多村子提出要和福保村合作，打造自己的鄉村品牌。

福保模式可以複製福保模式可以複製
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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