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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
贵州省 420 个重大项目日前集中开工，总
投资近 2100亿元。这是该省今年以来第
二次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近年来，贵州省始终把投资作为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抓
手，强力推动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
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提供有力
支撑。今年一季度，贵州省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830.12 亿元，同比增长 21.1%，带
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3%，继续保
持全国领先地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保持在 65%以上，“投资马车”拉动贵州
经济跑出了加速度。

面对经济新常态，贵州省提出要做强
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三块长板”，补齐

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事业“三块
短板”，以此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
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从今
年一季度的投资情况看，投资主要集中在
基础设施、大数据、文化旅游、生态建设、
扶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兼顾了长短板的发
展需要，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基础设施仍是贵州投资的主要领
域 。 一 季 度 ，贵 州 完 成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706.51 亿元，同比增长 23.2%，高于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1 个百分点；基础设
施投资在该省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达
到 38.6%，较上年同期提高 0.6个百分点。

通过强力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计划，
加快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一季度，贵州完成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

信息产业等相关产业投资 33.54 亿元，同
比增长 40%。

贵州省一季度完成文化旅游投资
278.29 亿元，同比增长 45.7%。特别是与
旅游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增长
较 快 ，完 成 投 资 22.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2%，高于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2.1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该省共接待旅游
总 人 数 1.07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975.28 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41.5%
和 38.1%。

绿色贵州建设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
一轮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综合治理等一
系列生态工程有序建设。一季度，贵州省
与生态建设相关的林业投资完成 4.26 亿
元，同比增长 55.1%，高于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 34个百分点。
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深入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等六大脱贫攻坚战。一季
度，贵州共筹集扶贫脱贫资金 209.8 亿
元，开工易地扶贫整村整寨搬迁项目 232
个，完成投资 31.2 亿元，为“拔穷根”不断
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贵州高耗能行业的投资占
比呈现下降态势。今年 1 月至 3 月，该省
高耗能行业投资 83.41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3.8%，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4.6%，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按照
做强长板、补齐短板的发展思路，贵州省
2016 年 共 安 排 重 大 工 程 和 重 点 项 目
1948 个，预计总投资 3.34 万亿元，为该省

“爬坡换挡”提供持续动力。

贵州“投资马车”跑出加速度
一季度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30.12 亿元，同比增长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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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李晓萍都会拎
着菜篮子，走进海南省白沙黎
族自治县县城的雅钗市场一楼
菜摊。她几乎不问菜价，径直
挑出要买的各种蔬菜。“白沙的
菜价很平稳，不用问价就可以
选菜了。”李晓萍说。

近年来，白沙从源头着手
健全菜价形成机制。白沙县副
县长邢诒仪介绍，该县筹资建
立 600 多亩长年蔬菜供给基
地，还发动农民利用房前屋后
空地种植蔬菜，牙叉、七坊、邦
溪等乡镇不少农户自家的零散
菜园，除了自给，还拿出一部分
运到菜市场出售；节庆前及时
约谈各菜市场负责人，加强菜
市场管理；推行菜价直接补贴
和摊位免费制度，引导更多菜
农直接进城卖菜，既保障供给，
也化解农民“卖菜难”。

牙叉镇临高村菜农李玉梅
在雅钗市场经营一个菜摊，她
每天卖菜毛收入大约 200 元。
当地工商部门不对她收取任何
费用，除去运费、种子钱、农家
肥 等 成 本 ，她 每 天 纯 收 入 达
150元。

在白沙县平价市场，牙叉
镇的符跃博经营着一个猪肉摊点，每个月能领取 4000
元补贴。“因为有政府发放的补贴，我摊点上的猪肉，基本
上是按成本价销售。”符跃博说。白沙县平价市场负责人
曾献芳说，该市场共有 200多个摊位，大部分摊位由低收
入群体经营，全部免除摊位费，并允许他们在进货价格基
础上适当加价，因为蔬菜和肉食品在运输经营过程中，存
在水分挥发和损耗，但最终售价仍低于市场平均价格。
据统计，从 2015 年 7 月白沙县平价市场运行至当年 12
月底，地方财政共为免费摊位经营者直接补贴 113.86 万
元。据悉，白沙县还要求平价市场管理方对经营者每天
进行入市签到销售。经过多次测算规定每个摊位的入市
量，要求该市场每天供应蔬菜不低于 80 斤，肉食品不低
于 100斤，确保货源充足。

白沙县县长胡翔说，小小菜篮子，担着大民生。抓住
重要节庆时点提前调度和供给，稳定菜价、保障供应，是
县委、县政府各项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介绍，从今年
起，白沙县将考虑在村委会一级建立长年蔬菜基地，继续
确保充足的菜源供给。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 许凌报道：迪拜—银川—郑
州航线日前正式通航，这是宁夏开通的首条由国外航空
公司执飞的国际航线，标志着宁夏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取得阶段性成果，将为宁夏构建面向阿拉伯地区商贸物
流通道和“打造中阿旅游中转港，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
创造有利条件。

近年来宁夏着力建设“空中丝绸之路”，2011 年 5 月
开通银川经昆明至迪拜定期国际航班，成为宁夏航空发
展历史上的第一条国际定期航线。2013 年 8 月，宁夏获
得第三、四、五航权。2014 年 1 月开通了宁夏直飞哈萨
克斯坦国际货运包机。2015 年 9 月 4 日，四川航空公司
开通银川直飞迪拜航线航班，银川成为国内第六个开通
直飞迪拜的城市。此次迪拜—银川—郑州航线开通后，
宁夏和西北的游客可以从银川出境，经由迪拜中转，抵达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同样，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的
旅客也可便捷到达宁夏和西北。目前，宁夏已与阿联酋、
沙特等签署了在当地建设产业园区等协议，旨在吸引阿
拉伯游客来宁夏旅游的中阿旅游中转港也正在建设中。

“空中丝绸之路”的开通建设，将极大方便中阿合作。

迪拜—银川—郑州航线通航

在植树播绿的大好时节，河北省承
德县甲山镇的承德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的
矿区内，200 余名党员干部和企业员工
一道，挥锹铲土、扶苗填坑、踏土夯苗，共
同栽下让矿山披绿的希望之苗。

承德市以“百矿披绿、百矿关闭”为
目标的“双百行动”正式启动，同时也打
响了创建国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战
役。据了解，年内该市将对 100 家矿山
企业进行修复绿化，关停取缔 100 家资
源品位低、经济效益差、环境不达标的矿
山企业，并利用 5 年时间在全国率先建
成国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承德曾因矿而兴，当前却面临着市
场持续走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
力，特别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定
位，矿业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市委书
记周仲明说：“既要守住生态发展的底
线，也要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矿业经济
必须实现绿色转型才符合建设生态文明
的要求。创建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我
们已做出了初步探索，实现这一目标，我
们有决心更有信心。”

裸露山体披新装

行走在承德的公路沿线，两侧是郁
郁葱葱的青山，偶尔间一处被开采过的
矿山就像“疥疮”一样闯入视野，大煞风
景。市里领导告诉记者：“建设生态承
德，这些‘疥疮’必须彻底根除！”

在宽城建龙矿业有限公司，我们见
到了治愈“疥疮”的显著疗效。沿着盘山
路蜿蜒而上，很快便来到了一片宽广的
大平地上，一片待播种的耕地已整理完
毕，平地四周的山上一棵棵果树有的含
苞待放、有的钻出新绿。谁能想象得到，
这么美的田园，过去曾是尘土飞扬的排
土场。

建龙矿业的负责人才兴波介绍说：
“我们的尾矿是单一磁成分，直接种植作
物很难成活，想要实现绿化与发展共赢，
造地成了最好选择。通过平整土地，再
覆盖约 30 厘米黄土，将排土场造成大平
地，平地上种植油葵等经济作物，周围山
上栽种核桃树、山楂树、苹果树，到了秋
天就能见到直接效益。”

据了解，建龙矿业坚持“在保护中开
发，在开发中保护”的资源开发利用理

念，自 2008 年开始，先后投资 960 万元
对排土场进行土地整理、复垦、绿化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仅豆子沟排土场
就已经复垦形成台阶式土地 400 余亩，
种植油葵 120 亩、谷类 20 亩，栽植核桃、
栗树、杏树等 2.8 万棵。目前，正在积极
打造集种养殖、采摘、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性新农业区，在治理的同时产生经济
效益。

和建龙矿业一样，承德各个矿山企
业都全力投入到矿山披绿的事业中，一
处处裸露的山体再次披上了绿装，一处
处尾矿库覆上了绿被，人为制造的荒芜
又恢复成了绿园。

《经济日报》记者从承德市国土资源
局获悉，该市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
坏，谁治理”的方针，按照“绿色矿山规划
和标准”，边采边治，恢复还绿，走资源集
约型、规模型、生态型的“绿色矿业”发展
道路。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矿山绿化
面积 2376.6 公顷，通过矿山整改实现新
造耕地 156.7147公顷，已建成国家级“绿
色矿山”9个。

尾矿堆里淘金忙

矿业经济一度创造巨大的经济增
长，但尾矿的危害也随之而来，大量的尾
矿给生态安全带来了压力。承德现有尾
矿库 866 座，年均尾矿产出量约 2 亿吨，
累计积存量约 16 亿吨，科学治理尾矿势
在必行。该市专门成立了尾矿综合利用

研究院，依托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
产、学、研、用新模式。已与北京建筑大
学、北京建材研究总院、沙河玻璃技术研
究院等 28 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西
南科技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等 12 家单
位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形成了信息共
享、技术互通，政、企、产、学、研、会协作
联动的联盟体系。截至目前，研究院已
与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成功研发出了 18
项新产品。近日，在承德德厦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以尾矿砂为主要原材料的透
水砖正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北京。“这种
透水砖以尾矿砂为原料，透水率每分钟
可达 500 至 800 毫升，是我们的专利产
品，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内涝问题。”公司
董事长田文介绍说，这种砖在北京长安
街大修工程招标中一举夺魁，后来又铺
上了北京前三门和北苑路等街道。

承德把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
企业作为重点保护企业，千方百计帮助
解决资金、用地、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创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企业把全部精力
放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上。在相关部
门的推动下，平泉金盛、炫靓建材等一批
矿山企业率先转型。2013 年以来，承德
自主或委托研发了微晶板材、发泡陶瓷
等八大类 49 种尾矿利用产品。这些产
品的市场前景、技术指标、实用性能等均
优 于 同 类 ，有 的 还 填 补 了 国 内 空 白 。
2015 年全市年尾矿综合利用量近亿吨，
不仅腾退复耕土地 4952 亩，还实现工业

产值 200 亿元以上，基本形成集约高效、
链条衔接、布局合理的尾矿综合利用体
系，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绿色转型百花香

承德市丰宁县胡麻营镇的荣达农业
采摘园里，甜桃果满枝头、娇艳欲滴。慕
名而来的市民在桃园特有的泥土芬芳
中，摘桃品桃，合影留念。

采摘园的技术员韩小军介绍，荣达
农业采摘园是丰宁顺达矿业集团投资
4000 万元实施“以工哺农”的重点项目，
也是集团推动绿色转型、实现多元投资
发展的大手笔。公司组织当地农民流转
土地 500 亩，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 128
栋，其中 80 个棚室 100 亩“春雪”甜桃经
过悉心培育，当年栽植当年开花结果，年
可创利润 500余万元。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下，建
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矿业经济必
须转变发展方式，遵循“绿色、循环、低
碳”的发展理念。承德市谋划了文化旅
游及医疗康养、清洁能源、钒钛新材料、
天然矿泉水、新型建材等“十大绿色产
业”，引导现有矿山企业盘活固定和流动
资产，向“十大绿色产业”转型，实现可持
续发展。

正是在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导下，和
丰宁顺达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样，一大
批矿山企业通过盘活资源和资产，在新
兴农业、光伏发电、文化产业、新材料、矿
泉水等产业施展拳脚。

滦平县伟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
托已完成闭库尾矿库，成立了滦平捷通
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项目投资 1.98 亿元，
装机量 20 兆瓦，于 2015 年 10 月完成电
站验收并网发电；平泉县金茂矿业有限
公司成立承德皇家二泉矿泉水有限公
司，生产瓶装饮用水，2015 年实现收入
2000 万元，营业利润 269 万元；宽城恒
泰矿业集团投资 3.6 亿元异地扩建承德
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远销日本、
泰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5 年销售收入突破
2亿元，出口创汇实现 2000万美元⋯⋯

承德京城矿业集团投资 37.2 亿元打
造中国·承德鼎盛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产业园核心项目《康熙大典》大型实景演
出公演 5 年来，共演出 670 余场，接待 80
万人次，销售收入突破 2亿元。

承德正上演“一业独大”的矿业经济
转向绿色产业“多种经营”的精彩大戏，
矿山企业绿色转型之路越走越宽。

位于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承德将在5年内率先建成国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河北承德：百座矿山披绿装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军

本报德州 5 月 16 日讯 记者王金虎报道：今天上午
8 点 51 分，由山东德州开往北京的“德州号”高铁列车顺
利抵达北京南站。铁路专家称此举结束了德州没有始发
终到首都北京高铁列车的历史，有助于实现京津冀区域
内城市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京津冀”交通运输新格局。

德州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根据
2015 年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德州被列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也是山东唯一纳入规划的城市。

德州号高铁列车早晚各开行一次。德州东至北京南
开行 G8936 次，德州东站 7 点 15 分始发，沿途停靠沧州
西、天津南、廊坊，8点 51分终到北京南站；北京南至德州
东开行 G8935 次，北京南站 22 点 22 分始发，一站直达，
23点 35分终到德州东站，全程运行 1小时 13分钟。

德州—北京高铁列车开行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
市计划投资 40 亿元，用 5 年时间对全市
河湖库塘清淤 3113 万立方米。该行动近
日 已 经 启 动 ，预 计 到 今 年 底 完 成 清 淤
1000万立方米。

今年是浙江“五水共治”工作全面铺
开的第 3 年。据了解，2015 年温州市完
成治水投资 306.3 亿元，连续 5 年投资额
位列浙江省第一；治水投资、创建省级示
范生态河道、新建滨水公园、募集治水捐
资等多项指标均列全省第一。今年温州

“五水共治”以水质提升为重点，计划投
资超 200 亿元，不仅“水岸同治”，加大力
度切断污染源头，整治重污染行业，同时

还要建立河湖库塘轮疏机制，对 2338 公
里河道和 316 座山塘水库进行全面清淤，
有效消除水体内污染，全面提升全市各
水系的水质。

治水需先治污、治污要先清淤。温
州各县区市已经掀起“五水共治”清淤疏
浚的治水热潮。乐清市清淤工作以村为
主体，实行“一河一项、一项一审批、一项
一监管”建设管理机制，全市 441 个清淤
项目从立项到完成竣工仅用时 5 个月。
该市去年开展了“百日清淤大会战”，整
理河床垃圾 118 万立方米，累计清淤泥近
750 万立方米；鹿城区七都街道将淤泥消
纳与“旱改水”工程相结合，通过一条连

接管道，将淤泥从河道“吸”到水田，实现
了“五水共治”和“旱改水”工程的双推
进；永嘉县 2014年引进“生态清淤及淤泥
固化一体化技术”，去年再投入 2000 多
万元，对瓯北片区 18 条全长 29 公里的河
道全面推广实施这一新技术，目前已完
成清淤 24公里 17.5万立方米。

如何让河道淤泥“变废为宝”？温州
各地也在做积极探索。乐清市就近向农
民租地 8900 余亩堆放清理出来的淤泥，
将无污染的淤泥作为培土增肥稻田，其余
通过引进污泥改性(固化)处理技术进行处
理，变废为宝的同时防止二次污染；鹿城
区目前已将全长 500 多米的港儿河疏浚

工程中清出的 5 万立方米淤泥，通过管道
“搬家”到了“旱改水”工程现场，既节省了
港儿河疏浚淤泥外运的巨额消纳费用，
还节省了“旱改水”造田的泥土购置，预
计节省 300 万元以上；永嘉县建的淤泥资
源化利用加工厂，每天将 1000 立方米以
上的污泥通过沉淀压滤固化处理后变成
红砖，目前已制成标砖 4000多万块。

根据计划，5 年内温州污（淤）泥资源
化利用率要达到 95%以上。为此，全市各
地将根据污（淤）泥存量和年度清淤计划
任务，在税收、审批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
政策，还将通过 PPP 等融资模式，吸引民
间资本参与。

温州拟投资40亿元为河湖库塘清淤

5 月 15 日，农民在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清泉社

区的水稻田里劳作。 瞿明斌摄（新华社发）

河北滦平县周台子村矿山通过整顿，已经成为生态优美的文明新村。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