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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给雷锋上‘户口’，
不能让他三月来、四月走，通过
不间断的各种志愿活动，让雷
锋精神在这里落地生根。”山东
省淄博市周村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
模范、老专家、老教师）团队领
头人、今年 81 岁的李勤田说。
20 多年来，他创建的“五老”团
队，开展普法教育宣讲、党史国
史宣讲团、校园校车安全监督
等活动。目前，周村区登记的

“五老”已达3500人。
由李勤田参与发起的社会

公益组织已有 10 多项。有人
笑他当官没当够，李勤田却说：

“关爱后代当园丁，发挥余热学
雷锋，小车不倒往前冲。”

3月5日，在周村区青年路
街道的一家网吧门口，“五老”
志愿队成员常发亮发现，3 名
中学生走了进去，没一会又出
来了。常发亮上前劝导这 3 名
学生：“快回家踏踏实实学习
吧，在周村不会有一家网吧允许你们进去的。”

从2009年开始，周村区“五老”学雷锋志愿服务
团，就成立了网吧监督团，84 名“五老”监督全区 89
家网吧。针对一些网吧经营业主不听劝导的问题，

“五老”志愿者就联合文化执法部门进行严厉的批评
教育。如今，在周村区的网吧里，已经看不到未成年
人的身影。

为加强“五老”队伍的管理，他们不断完善“一
牌、一证、一表、一标志”（工作牌、工作证、登记表、队
伍徽标）制度，通过建团、组队、划组等形式，把“五
老”组织起来并分成了10个专业团队。

“在马路上，大家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在人
生的道路上，也有一种‘红绿灯’，它就是法律。”在周
村一中，学生们观看了“五老”自编自演的说唱《四个
爷爷说孙子》《红绿灯》，以及评书《说瘾》、小品《情与
法》《悔恨》等20多个普及法律知识的节目。通过组
织专业律师宣讲团、“五老”宣讲团，运用文艺演出、
组织普法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及体验活动等，周村区
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据统计，近年来，“五老”成员共宣讲 704 场次，
受教育学生达到 33400 人次，周村区因此被评为

“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与此同时，李勤田
还协调区有关部门，在各中小学校组建了文明礼仪
展示队。全区中小学生讲文明讲礼仪蔚然成风，周
村区也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区”，
还被中宣部确定为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本该是颐养天年之际，却四处奔波劳苦，图个
啥？李勤田说，“不羡黄金不羡仙，俺跟雷锋当学生，
自觉自愿尽义务，退而不休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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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举行的贵州省龙里县第十
二次党代会上，该县提出，“未来5年，要以

‘贵阳副中心城市’为定位，加快与贵阳、贵
安新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多要素融合”。
地处黔南的龙里县，如何对接“贵阳城市
圈”？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
研采访。

交通相连 贵龙一体

如今，从贵阳北站登上前往龙里县的
列车，30分钟后就能到达龙里北站。“从龙
洞堡机场到龙里北只需要 12 分钟。”家住
贵阳，在龙里县新闻中心工作的张雅茜说，
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已有不少在贵阳工
作的人，在龙里购买了房子。

据相关数据显示，龙里县2016年上半
年销售的房屋中，有 60%卖给了贵阳及周
边县（市）的居民。

作为贵阳的东大门，龙里距离贵阳中
心城区不足 30 公里。湘黔铁路、贵新高
速、厦蓉高速等快速通道在两地之间建立
起了有效联系。2015 年 7 月，贵龙城市大
道建成通车，龙里到贵阳的行车时间缩短
至20分钟左右。

此后，又开工建成了贵龙纵线干道，该
条道路南起贵阳市花溪区孟关快速路，纵
向连接贵都高速公路、贵龙城市大道、贵新
高速公路、210国道及谷脚工业园区，北与
贵阳市北京东路延伸段相连。

龙里县委书记刘华龙认为，贵龙城市
大道的建成和贵龙纵线干道的建设，使龙
里铁路、公路、航空“三港合一”的交通区位
优势更加突出。

2016 年 6 月，龙溪大道也开工建设。
预计2018年建成后，龙溪大道将成为第二
条连接贵阳城市经济圈的城市主干道。

如今，龙里与贵阳之间已经形成了集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市干道为一体的快
速交通体系。

产业对接 共融发展

贵阳市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
也遇到一系列瓶颈和问题：交通拥堵，城市
空间日渐紧促，部分城市功能需要疏导。
龙里瞄准这一机遇，充分发挥日益完善的
交通区位优势，为贵阳发展提供有力的配
套保障。去年 12 月开始试营业的贵州双
龙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春节期间的水果日

成交量达到1800吨。
来自贵阳的罗乙凯已是第三次到这里

购买水果，“开车就半个小时，而且质量好，
价格便宜。”罗乙凯说。

贵州众德利农产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文清介绍，该中心采用水果商基地直采
的方式，让外来优质农副产品“直飞”贵阳，
既减少了中转成本，又缩短了运输时间，现
在已经成为贵阳市民的“果盘子”。

而龙里县谷脚镇的贵州快递物流园，
对贵阳城市功能的承接更加明显。

据龙里快递物流园管委会主任黄国学
介绍，该物流园目前已入驻快递企业 8
家、物流企业 14 家，园区货物日吞吐快
件 约 140 万 件 ， 占 贵 州 快 递 业 务 量 的
80%，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快递物流
集散中心。

目前，以中铁国际生态城、深高速创意
产业园、双龙物流商贸城、贵州快递物流园
等为重点的贵龙经济带初具规模，成为龙
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龙里还积极吸纳贵阳的资金、技术等
资源，推进自身产业转型升级。进入经济

发展新常态后，龙里县实施“创新驱动”“提
质升级”“品牌引领”和“腾笼换鸟”四大工
程，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快创新，实现绿色
发展。

截至目前，龙里经济开发区入驻企业
286 家，投产 236 家，其中 2000 万元以上
规模工业企业 128 家，下辖的三个园区根
据自身定位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

2015 年 10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
同意以龙里县谷脚镇和贵阳市的部分区
域，建立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为龙里融
入贵阳发展，提供了新平台。

主动融入贵阳，为龙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持久动力，综合实力迈上了新台
阶。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间，该县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6.4%，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 17.1%；2016 年底，龙里
城市建成区达 32.77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
达52.05%。

突出特色 再谱新篇

龙里县确立了“一城五区一高地”的发
展战略，着力建设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创新

区、西南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贵州山地生态
特色经济示范区、贵州航空港基地示范区、
贵州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成为黔南创新
开放合作新高地。

刘华龙表示，龙里县将紧扣环贵阳城
市经济带、双龙临空港经济区和以贵阳、贵
安新区为中心的黔中城市群三大区域规
划，按照牵手联合航空港、融入大贵阳的战
略思路构筑产业经济、城乡建设、社会事业
发展框架，着力打造黔中新型科技工业重
镇、贵州山地现代农业基地、黔中山地生态
宜居新城、西南现代商贸物流新区和全国
特色生态康旅名县。

在龙里县莲花生态湿地公园，记者
看到，河道整治、村庄整治及景观建设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龙里县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庹朝平告诉记者，“莲花生态湿地
公园建成后，将吸引贵阳市民到龙里度
周末”。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龙里县在继
续做大做强做优贵龙经济带的同时，还将
沿龙溪大道一线，打造约80平方公里的城
市经济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黔中城市群腾飞“绿色龙”
——贵州省龙里县培植山区后发优势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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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的刺梨成为龙里山区农民增收的幸福果。 赖 青摄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8.14亿元、增长8.6%，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 1831.94 亿元，同比增长

13.7%，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66.29亿元，474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414.3亿元……这些数据表明，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2016 年福建南安成功实现“十三五”

开好局、起好步。

近年来,福建南安市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

带一路”、“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

略，致力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这其中，

探索实践泛家居产业发展新模式，开创跨界联盟、抱

团发展新局面，正成为南安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和新

的增长点。

创新模式 开创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

南安是全国著名的建材之乡，拥有石材陶瓷、水暖

厨卫、五金安防等一系列本土优势产业集群，全国建材

家居行业多数销售渠道由南安人掌握。

作为工业强市，南安既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也面临

着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挑战。房地产产能的变化，直接

影响着与之相关的建材、水暖、家居行业的市场，同时

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改变了原有消费习惯，不断冲击

着传统营销渠道，消除库存和降低企业债务成为摆在

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难题。

南安市在综合研判宏观形势、深挖国家战略内涵、

分析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打造泛家居产业

联盟、推动建材家居产业抱团“走出去”的决策，此举是

南安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旨在高

效整合利用现有的产业和市场资源，去产能、去库存、

降成本、补短板，拥抱“互联网+”时代，加快推动建材

家居产业转型升级。

“泛家居”是以工程家居设计为基础关联，以建材

生产、装饰设计等跨行业资源整合为营销点的新型工

程家居营销新理念。具体运作上，泛家居产业项目将

以线下体验中心、线上多功能平台为抓手，通过设计关

联，提供“厂家直销、一站式采购、一体化服务、个性化

定制”的新型家装整体解决方案，并按照“政府倡导、联

盟引领、公司运营”的模式，对南安本土和在外南安人

的泛家居产业进行跨界整合，发挥“互联网+”底部平

台作用，引导市域内外合作、跨界跨行业协作，推进行

业抱团联合，共同拓展海内外市场。

泛家居产业描绘了今后家装生活新风尚。未来，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轻轻点击鼠标，就可以轻松获取家

居解决方案，享受从设计、定制到采购的优质服务；在

线下体验营销中心，消费者可以更加真实地体验和感

受不同家居解决方案带来的视觉效果和舒适度。

抱团发展 开拓“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

2015 年 12 月，南安在江苏南京正式对外发布以

“政府+联盟+公司”模式推广泛家居产业项目，开启

南安泛家居产业的破局之路。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泛家居产业项目以一系

列精彩动作赢得了海内外广泛瞩目：2016 年 1 月 9

日,南安市泛家居产业联盟体验研讨会举行；6 月 1

日，南安市海丝泛家居产业联合会正式成立；11月8

日，首家海丝泛家居线下体验中心授牌启动⋯⋯

泛家居产业项目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大突

破，首先得益于不断健全完善的运营模式。目前南安

市已建立泛家居产业联席会议制度，专门研究南安泛

家居产业发展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布局；成立

南安市海丝泛家居产业联合会，作为推进南安泛家居

产业发展的跨行业性战略联盟；组建南安市泛家居投

资公司，加快打造成泛家居线下线上开发运营、海内

外产品推广的旗舰型企业。

首个线下体验馆英良五号泛家居体验馆正式开

馆，正在建设中的自主线上多功能平台“FUN 家

网”，获批省级“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试点项

目，率先成为“互联网+泛家居产业”中国电子商务

服务总部基地，实现线上线下完整闭环；与保利地产

等央企达成建材家居产品采购合作协议，与国家开发

银行厦门分行、世贸中心等多家金融、服务机构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完善的运营模式既理清了发展思路，也引领了泛

家居产业“走出去”的步伐。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

南安泛家居产业联盟正沿着“一带一路”版图，积极

开辟布局全球多元市场，目前已与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阿联酋签订了3个海外泛家居合作项目，投资

额达 1.5 亿美元，与印度尼西亚、埃及、澳大利亚、

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一系列采购协

议，合力开拓海外市场。

深化内涵 “七个一”引领行业新发展

2017年初，“匠心创变迎战千亿”全球泛家居战略

发布会暨匠心奖颁奖大会在南安举行，包括 IBM、西

门子、华为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企业代表应邀出席。

海丝泛家居产业联合会会长林孝发代表联盟发布了以

跨界融合为手段，顺应消费新主张的泛家居全球千亿

产业战略，预示着中国家居行业开启了新纪元。

接下来，南安将围绕“七个一”，即一个顶层设

计、一系列扶持政策、一批线下体验中心、一个线上

多功能平台、一个泛家居主体产业园区和若干个产业

分区、一个投资公司、一个产业基金，不断深化发展

内涵、提升运作水平，以此推动和引领行业的发展。

具体动作上，南安市将出台精准扶持措施，建设泛

家居产业园区，建设泛家居产品标准化，全力打造区域

化品牌。加快完成南安市泛家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

建工作，强力推进运营实体化，力促线上多功能平台建

设，以“1+N”模式在全国各大城市抓紧线下体验中心

布点。同时，南安市还将抓紧成立海丝泛家居海外投

资机构，持续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着力推动泛家居产业

研究院建设，构建形成泛家居产业链系统研发体系，加

大泛家居人才培养力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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