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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是我国首批 3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之一。近年来，贵州省深入推进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开创了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新局面，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迈
向中高端。

形成陆路交通枢纽

贵州的山地丘陵占了 92.5%的面积。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贵州
加快了交路建设步伐。

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巡视员章征宇介绍，
1949 年至 2018 年间，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 11195.38 亿元，公路通车总里程
由3943公里增加到19.7万公里。

改革开放后，贵州不断掀起公路建设高潮，
通车里程大幅增长，2006 年消除了全省国省干
线公路上的所有等外级公路。2018年普通国省
道二级及以上里程达9322公里。全省基本形成
干支结合、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络。

贵州高速公路建设成就尤为突出。到 2018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453公里，在
建高速公路2082公里，出省通道达18个。

在积极建设快速交通干线的同时，贵州大力
发展农村公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切
实提升了农村群众的出行质量，增加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近 10 年来，贵州把目标盯在铁路和航空领
域。贵州举全省之力推动贵州铁路建设，累计完
成铁路投资2441亿元。

“年年都有高速铁路建成开通。”据贵州省铁
建办综合处处长牟成刚介绍，与成都直接连通的
成都至贵阳高铁计划今年建成，与南宁直接连通
的贵阳至南宁高铁预计 2022年建成。“目前 9个
市（州）的中心城市中已有6个通高铁。”

在航空领域，贵州目前已形成“一干十支”机
场建设布局，其中贵阳枢纽机场旅客吞吐量在
2018年达到2009万人次，航线达到176条，实现
了省会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及重要旅游地城市全
覆盖；10个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达到了790
万人次。

中国民航贵州监管局副局长罗文德表示，到
“十三五”末期，贵州将形成“一枢纽十六支线”的
机场布局。

随着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
“村村通”沥青（水泥）路、“村村通”客运、“组组
通”硬化路，加上“市市通”民航、“市市通”高铁的
深入推进，贵州作为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的地
理区位优势不断凸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战略的重要通道。

数据显示，2012 年到 2018 年间，贵州省全
社会货物运输量由52765万吨增加到102536万
吨，年均增长14.2%。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的变化是全面而
深刻的。”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彭显华认为，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是贵州综合实力提升最快、
基础设施变化最大、发展动力活力最足、生态建
设成效最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资料显示，1949 年，贵州省工业总产值仅
2.06 亿元，其中手工业占 92%，工业在全省工农
业 总 产 值 中 比 重 仅 为 24.3% ；粮 食 总 产 量 为
296.55万吨，农业增加值仅为5.17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坚持调优结构加快
转型，全方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大数据

融合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深化农村产业
革命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制造业为重点推动
工业高质量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全省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农业方面，贵州加快推进农业集约化、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不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
度。据贵州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昌鹏介绍，2018
年，全省减种玉米 785 万亩，新增高效经济作物
666万亩，茶叶、辣椒、火龙果种植规模居全国第
一位，马铃薯种植规模居全国第二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坚持传统产业提升
与新兴产业培育“两条腿”走新路，坚持高端化、
绿色化、集约化，培育壮大十大千亿元级工业产
业，工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2018年，全省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达
70.6%，十大千亿元级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5%。

在传统产业加速迈向中高端的同时，贵州以
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深入推进大
数据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新的经济增长点正逐步壮大。

数据显示，2014 年以来贵州省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业务收入年均分别增
长35.31%、30.56%，电子信息产业占工业的比重
从2013年的0.3%增长到1.9%。

贵州省把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作为推动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强大引擎。据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局副局长韩少波介绍，全省 2018 年共建
设 102个融合标杆项目、1050个融合示范项目，
带动融合企业1625户。

创造脱贫攻坚样板

贵州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
一民生工程，大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脱贫攻
坚取得了巨大成绩，全省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1840 余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55 万人。2013
年至 2018年，全省减少贫困人口 768万人，每年
减少 100 多万人，33个县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

从26.8%下降到4.3%。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按照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要求，着力将扶贫资源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和
贫困户身上，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为了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贵州省在 2014 年
派出大批干部进村入户摸底调查，完成了 9000
个贫困村 278万户 745万人的信息录入工作，并
在村登记、乡镇造册，县（市）建立信息平台。

贵州实行结对帮扶、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危
房改造、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六个到村到户”的
精准扶贫举措，因地制宜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
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
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促进贫困人
口精准脱贫。

按照产业化扶贫的思路，贵州因地制宜，结
合各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核桃、乡村旅游等产
业，培育了一批特色产业县、乡（镇），形成了多个
连片特色产业带。

同时，贵州省加快推进产业园区、现代高效
农业示范园区、示范小城镇、城市综合体和旅游
景区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和旅游产业化协同发展，为贫困人口脱贫就
业创业提供平台支撑，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

70 年探索充满艰辛，70 年发展成就辉煌。
展望未来，贵州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一
幅百姓富生态美的壮丽画卷正在多彩贵州徐徐
展开。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贵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后发赶超，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

巨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扩大、经济发

展水平提高，经济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程度

加深，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工业发展结构渐趋成熟，新型工业化道路成

果显著。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贵州国民经济由农

业占绝对支配地位、产业单一的省份，发展成为一

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区域经济体。

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优化城乡布局。

贵州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区域特色来建造城

镇规模，依托山水地貌的典型特征来优化城镇的

形态、功能和结构布局。以100个城市综合体、100

个示范小城镇为抓手，强化产业支撑、推进体制机

制创新、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统筹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促进产城景互动发展。

突破交通瓶颈，筑牢守住两条底线的

硬件支撑，贵州基本形成现

代化立体综合交

通网。全省围绕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的战略定

位，重点实施“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三年大会

战”等重大行动，交通建设迅速发展。

举全省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增进民生

福祉新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实施大扶贫战略行

动，2013年至2018年，贵州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768 万人，2018 年贫困人口下降到 155.12 万人，贫

困发生率下降到4.29%。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70 年来人民生活逐

步由贫穷、温饱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加快迈进，人

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贵州初

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激发贵州的发展动力和

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

进。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贵州经济民营化和市场

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走在全

国前列，以家庭承包制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较早确立，农村家庭较早成为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以后，贵州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入推

进经济领域各项改革，改革成果红利不断释放，为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和活力。

坚定不移促改革，扩开放是贵州的主要发展

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贵州不断开放创新，从不被

外界所熟知到全方位促进开放，贵州经历了以办

会到平台建设的一系列变迁。“十二五”期间，贵州

引进省外到位资金3.5万亿元。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拓展守住两条底

线的战略空间。回首70年来贵州走过的生态文明

发展之路，可以说是起始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历史实践，探索于“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路径中，实践于生

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中。

贵州围绕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山

地公园省”建设，强力实施“绿色贵州”建设，响亮

提出“多彩贵州拒绝污染”，深入推动治山、治水、

治气、治渣等行动，实施“水美贵州”全民行动计

划，从 2008年开始连续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着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实 现 增 进 民 生 福 祉 新 跨 越
吴大华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全

省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出了一条符合省情的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之路，经

济总量实现了从几亿元到几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再到万亿元的历史性跨越。

贵州红枫湖大桥。 韩双喜摄

贵州荔波县小七孔景区。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