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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东东莞市与云南昭通市在
人员、项目、信息等方面往来十分密切，
喜讯不断：7月初，东莞鞋业巨头华坚集
团与云南昭阳工业园签署增资扩产协
议，到2018年，将有10条鞋面生产线投
产。届时，全厂年产值可达5000万元，
可就地解决1500人就业；9月份，1416
名昭通贫困初中毕业生来到东莞，入读
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便将来成为产业
工人……这“一来一往”凸显出粤滇两省
探索扶贫协作新路子的努力与取得的
成效。

近日，记者来到昭通多个区县的车
间厂房和田间地头，感受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新思路。

对口协作化解招工难

昭通市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处，
是云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
多的地区之一。数据显示，在其下辖的
11个县区中有10个属于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2015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达
111.94 万人，占云南贫困人口的四分
之一。

大量贫困人口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劣
势，但对于长期受制于招工难的珠三角
企业而言，则是一个“宝”。
“昭通可以为珠三角提供大批工

人。”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感慨地
说。今年2月份，云南华坚鞋业公司首
批招收400名工人，却吸引了1000多人
报名。

今年1月13日，在广东省第五扶贫
协作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之下，华坚集团
与昭通签约，2月12日进驻昭阳工业园，
成立了云南华坚鞋业公司，成为当地首
家东西协作企业，3月份就投入了生产，
体现了“东莞速度”。

记者来到云南华坚鞋业公司，只见
宽敞的车间里，数百名工人有序地忙碌
着，有的剪裁，有的缝制，有的捶打鞋
面。据介绍，目前是马靴生产季，这个厂
区每天能生产马靴鞋面1200双左右。

22岁的王明兰是工厂的品检员，此

前她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过。被华
坚鞋业公司录用后，王明兰开始在“家门
口”上班，每天工作8小时。“上班有钱赚，
下班后还可以照顾家庭。”王明兰今年5
月份还作为10名员工代表之一，前往华
坚集团位于东莞的总部培训了3个月。

另一名女工贾兴会家里有两个孩
子，老人身体不好，此前全家六口都靠丈
夫一个人工作支撑。“现在我的工资有
1800元到2000元左右，可以和老公一
起养家了。”

华坚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危雪刚介

绍，来昭通设厂对企业和当地是双赢，企
业帮助当地解决了就业，企业也解决了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里的人工成本只
有东莞的一半。”下一步，工人还将实施
计件工资，预计工人的工资能达到3000
元左右。

危雪刚介绍，云南华坚目前一期投
资5000万元，已经启动生产线11条，计
划年内能够实现产值2000万元。目前
刚刚签约二期增资2000万元，预计厂房
面积将再扩大5000平方米，2018年投
入生产。二期投产后，将一共为当地解

决就业 1500人，产值达到 5000万元。
当地政府也为华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包括厂房 3年免租、宿舍饭堂免
费等。
“后期我们还计划将部分产业线延

伸过来，希望能为当地带来相关的配套
产业。”危雪刚说，“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
障碍就是运输成本比较高，下一步我们
准备自己组建物流公司”。

将贫困生转化成产业工人

昭通劳动力资源优势远不止在家门
口上班的女工们，还在于每年源源不断
新增的初中毕业生。据昭通市教育局综
合办主任黄勇介绍，昭通每年新增初中
毕业生9万余人，有一半无法升入高一
级学校，多数流入社会，就业和收入也普
遍不理想。

基于此，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
组创新教育扶贫思路，聚焦职业技术教
育，力争将大批贫困初中毕业生转化成
产业工人，从而将解决贫困地区就业和
珠三角缺工问题结合起来，以期实现人
力资源共享共赢。

8月23日，在昭通市职教中心，记者
见到即将出发前往东莞就读职业技术学
校的王涵，他告诉记者，“我要学物流，以
后要留在广东发展，多赚点儿钱，让家里
人过上好日子”。另一名贫困生胡霁则表
示，他要到东莞学电子商务，希望将来能
回家乡创业，成为一名电子商务企业家。

据了解，东莞对口帮扶昭通在教育
协作方面的创新性经验做法，主要体现
在职业教育合作方面。两市达成一致，
从2017年开始，东莞职业学校招收昭通
户籍初中毕业生，在东莞就读3年，毕业
后推荐在当地就业。“经测算，东莞帮扶
培养一名贫困生每年财政就要支出2万
多元。”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组长
邓浩全表示，扶贫先扶智，培养一名学
生，就能脱贫一个家庭，隔断代际贫困。
同时，通过对贫困生的精准职业技术教
育帮扶，将一批青年劳动力输送到东莞，
解决东莞技术工人紧缺的问题，实现了
贫困地区、发达地区的双赢。据了解，这
些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还将有路费、生
活费等补助。

既帮贫困地区脱贫，又解珠三角招工难题——

粤滇对口帮扶探出新路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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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培育旅游
发展增长极，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广西壮族自治区携
手滇黔两省，积极推进滇黔桂民族文化旅
游区建设。

滇黔桂三省区山水相连、文化相通、
经济相融，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
旅游资源富集，文化底蕴深厚，民族团结
和睦，是发展旅游业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
业的黄金区域。2016年，三省区接待游
客总人数 13.7 亿人次，占全国总量的
12.2%；共实现旅游总收入1.39万亿元，
占全国总量的10.9%；各项主要旅游经济
指标排名均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成为全
国旅游产业发展中最具增长潜力和发展
活力的重要区域。

2016年，广西利用滇黔桂三省区政
协主席联席会议的平台，联合提出了建立
中国滇黔桂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建
议。在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下，“滇黔桂民
族文化旅游区”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

为进一步增强滇黔桂三省区旅游业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促进旅游一体化
发展，实现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今年6
月份，广西举办了滇黔桂三省区打造中国
滇黔桂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建设工
作研讨班。滇黔桂三省区政协办公厅、旅
游发展委负责人及业务处室负责人及相
关城市的旅游发展委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提出，打造滇黔桂民族文化旅游
示范区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
三省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促进民族文
化、健康旅游大发展大繁荣，打造高铁旅
游经济带，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实现精准
脱贫，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的需要，为

此会议达成了建立更紧密的滇黔桂民族
文化旅游示范区推进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交通共建共享、建设滇黔桂高铁旅游经济
带等共识。

此外，广西将加快三江侗族自治县、
百色市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景区改
造升级的步伐，全面对接滇黔桂民族文化
旅游区建设。

与贵州相邻的三江县过去交通不便，
如今该县建设了桂林至三江、三江至柳州
高速公路，加上贵广高铁的通车，三江到
广州、三江到南宁仅需3.5小时，到贵阳
仅需2小时，到桂林半小时即可。与此同
时，广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三江投
资逾10亿元，建设三江南站游客集散中
心等项目。

与云南相邻的百色市认真落实《左右
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提出打造“区域性
休闲旅游健康养生中心”，全面推动全市
旅游转型升级。为此，编制了《百色市“十

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右江区旅游业发
展总体规划》。云桂高铁通车后，为了给
乘坐高铁到百色旅游的游客提供旅游咨
询服务，百色推进靖西市、凌云县、乐业县
等加快建设相应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
询服务中心。凌云县、乐业县开通了高铁
无轨站，方便了游客出行。
“随着沪昆高铁、南昆高铁的开通和

国际、国内航线不断增加，道路交通条件
持续改善，旅游市场日趋成熟和相互间交
流日益深入，三省区在产业联系上更加紧
密、互联互通程度不断提高，大区域旅游合
作格局基本形成，具备了打造滇黔桂民族
文化旅游示范区的良好基础。我们将发挥
广西自身的优势，在推动旅游创新发展、协
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
方面作出贡献，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区
域旅游一体化，为三省区群众特别是贫困
地区群众带来更多实惠。”广西壮族自治
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甘霖说。

产业联系更加紧密 互联互通程度提高

滇 黔 桂 区 域 旅 游 成 气 候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与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日前在广州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广东与四川有良好合作基础，两省将以协议签署为
契机，加强自贸区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产业和经贸对
接，推动合作上新水平。广东将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全力
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助力四川凉山、甘孜两州打赢
脱贫攻坚战。双方表示，将一道落实好协议，进一步加强
在经贸、旅游、科技、金融等多领域的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共赢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
现代物流产业、科技和人员交流等五方面深化合作，进一
步开展联动试验、互补试验、协同试验，形成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
的积极作用。

粤川自贸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天津打造千亿产值影视文化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文

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创意产业进
入发展快车道，预计2020年将建成产值超千亿元影视文
化产业链。

去年4月份，位于未来科技城渤龙天地的卡梅隆·佩
斯中国集团天津旗舰店投用，将全球领先的前期3D直拍
解决方案与后期制作技术带入中国，推动中国电影走向
国际化。

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已汇聚具有带动性、示范性和原
创性的科技文化企业1600家，成为具有区域品牌效应的
特色产业之一。文创产业已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左右，
预计到2020年将达10%左右，建成产值超千亿元影视
文化产业链。

“我们种植的蔬菜叫‘云菜’，既是指
云南出产的菜，也是指在云端下种植的
菜。”云南昭通市昌宏信达农贸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洁充满诗意地介绍。

广东东莞的扶贫协作工作组入驻，
深度挖掘昭通农业优势，引进东莞企业
开展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合作，高原
特色的冷凉“云菜”将摆上莞港餐桌。

日前，记者来到海拔2000多米的
昭通市昭阳区靖安镇，这里有一大片蔬
菜基地。高原通透的蓝天下，沐浴阳光
的植蔬笼上了一层金色，远处群山连绵，
白云缭绕其中。

目前，昌宏信达蔬菜瓜果基地共有
千亩左右，种植芦笋、马铃薯等多种蔬

菜，甜脆的昭通苹果也是主打产品。由
于受土地、技术的限制，虽然种植出来的
高原蔬菜品质优良，但外观不好看，产量
也一般，因此主要供应昭通本地市场。

在东莞工作组的推荐下，去年年底
昌宏信达与东莞市鑫义俊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达成了协作，由鑫义俊提供的生物
菌肥——相当于植物生长酵素，已经在
蔬菜瓜果基地使用。记者在蔬菜基地里
看到，使用了新技术的蔬菜，叶片更加嫩
绿，长势更加茁壮。“这些蔬菜的产量提
高了 1.5 倍，虫害也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杨洁说。

据悉，鑫义俊和昌宏信达签署了总
投资6000万元的生态农业建设暨推广

项目，下一步还将在盐津县共建生物菌
肥加工厂，将来昭通3000亩果蔬基地
都有望用上这个加工厂的产品。

昌宏信达还将与东莞富民农批市场
及相关协会展开合作，向他们供应当地
种植的冷凉优质蔬菜。“东莞搜集当年的
市场数据后，再向基地下订单，基地再带
领农户种植。”杨洁说。

去年年底，占据了供港蔬菜四成市
场的东莞市润丰国际蔬菜交易中心与昭
阳区政府签订了12亿元的投资合作协
议，计划在昭通新建占地1000亩以上
的集冷链物流、分选包装、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国际化农产品交易中心，努力打造
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农业龙头企业。

昭通“云菜”摆上桌
本报记者 庞彩霞

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张日
红如今的身份是浙江宁波鄞
州区的浙东建材集团副总
裁。来到浙东建材后，张日
红带领团队建成了国内首条
自动化预制桩生产流水线，
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比原先提
高了50%，能耗下降了60%
以上。

张日红带领团队成功研
发高性能静钻根植先张法预
应力混凝土竹节桩，这一技
术获得“全国建材行业技术
革新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
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张日红团队的技术创新，不
仅改变了浙东建材的发展模
式，使之成为浙江省混凝土
制品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
而且极大提升了当地的建材
工艺水平。张日红说，“宁波
鄞州实施人才强区发展战
略,创业创新氛围浓厚，是我
们创业的热土”。

在宁波鄞州区，汇聚了
一大批像张日红这样的高端
人才。他们埋头创业，演绎
着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当
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传统
产业转型贡献着力量。据了
解，目前鄞州已经聚集了各
类人才20余万，其中高层次
人才7990人，自主培育“国
千”“省千”专家28人，国家
“万人计划”专家3人，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省市突出
贡献人才、浙江省“151”人
才61人，引进、培育海外工
程师115人。

鄞州根据区域产业特色
创新人才政策，面向全球招
揽英才，特别是“高、精、尖、缺”的杰出科技人才，以人才
引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鄞州先后出台“创业
鄞州·精英引领计划”、“英才300计划”、《引进重点高层
次人才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实施意见》等政策。特别是在
浙江省率先推出以能力、实绩、贡献为标准的《鄞州企业
实用人才评价办法》，于今年6月份评选出首批“鄞州金
匠”“鄞州银匠”各30人，并给予相当于高层次人才的待
遇，广纳人才。

让人才施展才能，发挥科技人才对产业转型的引领
作用，鄞州搭建了一批人才集聚发展平台。今年6月份，
鄞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区内目前聚
集了清华大学成果转化基地——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宁波
分院、首个浙江省级人力资源产业园——宁波人才广场、
宁波市唯一一个2016年度省级优秀特色小镇——四明
金融小镇等6个国家级众创空间、3个国家级孵化器和
10余个特色双创平台。

据悉，9月12日起，鄞州将举办以“智汇鄞州、才创未
来”为主题的2017年鄞州人才科技智创周。据鄞州区委
人才办介绍，活动将围绕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现代服务
业新兴业态，突出“智能、众创、融合”，引进一批带动性好
的海内外领军型创业创新团队，转化一批针对性强的先
进科技成果，共建一批示范性明显的高端创业创新载体，
为鄞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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