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生态和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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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经济欠发达，基础弱、底子薄，贵州以后发赶超的强劲势
头，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高端化、绿色
化、集约化发展，使旧动能焕发生机、新动能加快形成。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贵州充分利用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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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壮大工业，坚持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两条腿”走路，
工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生态红利”也随
着环境持续向好而加速释放。
发展和生态，贵州探索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新路。

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的 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六盘水：把生态做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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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阳 ：深 耕 数 据 书 写 转 型 华 章
无论何时到贵阳，你都会感到绿色扑面而来——一
年四季，山青水净，层层叠叠的绿由近及远，林海起伏，
满目葱茏。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果然名不虚传。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贵阳就初步形成了总面积达
13.6 万亩的第一环城林带，本世纪初又建成了总面积达
212.03 万亩的第二环城林带，此后继续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
修复生态。到 2018 年底，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2%。
贵阳位于喀斯特地形之上，生态环境脆弱，一旦遭
到破坏，修复极为困难。正是这种“不堪一击”，让贵阳
把生态环境看得很重，种绿、护绿，深入贵阳人的骨髓。
正是这份独特的绿色情结、绿色情怀，让贵阳生长
出了绿色基因。每次面临发展和生态两难选择时，这座
城市都毅然决然选择了“绿色”。
上世纪 90 年代末，贵阳在全国范围内较早提出了
“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 21 世纪初确立了“环境
立市”战略，积极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市，积极摆脱“高投
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恶性循环怪圈。
“贵阳面临着双重压力、双重任务。”贵阳市市长
陈晏表示，贵阳必须加快发展，加快转型，承担起引领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发动机”使命，缩
小与其他城市的差距。由于贵州是长江上游的生态
屏障，贵阳还需守牢天蓝、山青、水净、地洁的底线，不
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 贵阳的地位和使命，要求我们
必须走一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得益彰的发展道
路”。
依托生态优势和日益改善的交通条件，贵阳一方面
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另一方面抓
新产业培育，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经济社会
发展的绿色化水平持续提升。

2013 年以来，贵阳紧紧抓住与北京中关村全面合
作，以及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贵州的重要机
遇，勇敢地站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交叉融合的新
起点上，把大数据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突破
口，围绕大数据产业核心、关联、衍生三大业态，全面发
展数据中心、呼叫中心、软件与服务外包等，打造大数据
全产业链，取得了显著成绩。
近 6 年来，贵阳市在全国实现了多个“率先”：率先
创建了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率先举办了全球
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博览会和峰会，率先成立了大数
据交易所，率先提出块数据理念并探索建设块上集聚的
大数据公共平台等。
2018 年，贵阳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0
亿元，增长 22.4%。大数据正逐步成为该市后发赶超的
新引擎。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为传统产业插上跨
越发展的翅膀。
贵阳市观山湖区兴达兴建材公司是一家从事商砼、
砂浆、构建等建材产品研发的企业，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商砼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了原材料、生产、运输、施工
等过程实时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集成应用，有效提升
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
数据显示，2018 年贵阳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指数达 45.3。
此外，贵阳还深挖大数据的政用、民用价值，运用大
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改善民生服务，形成了大数据
全产业链、全服务链和全治理链。
“ 数据铁笼”
“ 党建红
云”
“数治法云”
“社会和云”等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促进新
技术推广应用、新业态衍生发展和新模式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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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南 ：绿 色 之 州“ 好 花 红 ”
黔南是布依族民歌 《好花红》 的发源地。“好花
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茨梨蓬”的旋律在当地随处
可闻。
仲夏，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绵延 10 余里
的刺梨硕果压枝，丰收在望。
“再过一个月，果子就能连续下树了。”村民李明
权告诉记者，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除了卖刺梨
鲜果，还要加工刺梨干、刺梨酒。加上开办‘农家乐’
和刺梨苗的收入，一年能有 20 多万元收入”。
小小的刺梨果，让茶香村这个 10 多年前人均年
收入不到 400 元的省级二类贫困村，实现了人均纯
收入超过 1.2 万元。
茶香村的变化，是黔南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打造生态之州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黔南州
通过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
建设等项目，大规模发展刺梨等特色经济作物，实
现了“点绿成金”。
面对发展和生态保护双重任务，黔南州首先想到
的是呵护好绿水青山。据黔南州林业局资料显示，新
中国成立以来，该州通过社会造林、退耕还林、长江和
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石漠化综合
治理等途径，累计完成营造林 2386 万亩。到 2018
年，全州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增加
到 64.2%、2225 万亩、6200 多万立方米。

“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关
键是要找到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性互动的发
展路径。”黔南州委书记唐德智介绍，该州长期将绿色
理念植入工业、农业、城市建设和旅游业发展中，强化
生态工程建设，实现了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茶产业是黔南州重点打造的农业产业之一，也
是该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产业之一。黔南
州将茶产业作为核心产业来培育，一手抓规模化发
展，一手抓茶园管理，建立质量监督体系，将茶叶
生产、加工、运输等过程全部纳入质量安全监控
中，实现了茶产业量质齐升。
目前，黔南州现有茶园 161.8 万亩，产茶茶园
105 万亩。2018 年，该州实现茶叶总产量 4.06 万
吨、总产值 63.84 亿元，全州茶叶从业人员 38.83 万
人，覆盖贫困户 14655 户 51420 人。
通过多年精心培育，黔南州目前的茶叶、刺
梨、蔬果、花卉苗木等产业已形成规模，都匀毛
尖、罗甸火龙果、龙里刺梨、荔波樟江蜜柚等一大
批农产品已经具备一定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旅游产业是黔南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抓
手。黔南州完善配套设施，培育精品线路，丰富产
品供给，打造了数个知名景点。数据显示，2018
年黔南州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 753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4%。

7 月中旬，六盘水一年一度的消夏文化节正式启动，
期间还举办一系列活动，为广大游客送上一个凉爽的
夏天。
“这里很凉爽，最适合避暑了。”来自重庆的刘先生每
年夏天到六盘水避暑，已经成为习惯。
到六盘水旅游，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事情。此前谈到
六盘水，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煤炭。
六盘水素有“江南煤都”之称。数据显示，该市煤炭
资源远景储量 844 亿吨，探明储量 180 亿吨，煤层气储量
1.4 万亿立方米。
长期以来，六盘水依靠采煤、发电实现了经济高速发
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发展方式粗放等原因，矿产资源
浪费严重、水质持续恶化、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上
世纪 90 年代，六盘水曾经面临生态崩溃边缘，森林覆盖
率只有 7.5%，石漠化占国土总面积比重高达 45.35%，水
土流失面积达 80%以上。2007 年，六盘水被原国家环保
总局列入“区域限批”黑名单。
严峻的形势倒逼城市转型。六盘水吹响了“绿色”突
围战的集结号，以摆脱“路径依赖”、跳出“资源陷阱”，实
现经济由“黑”转“绿”。
近年来，六盘水狠抓环境污染治理，立足煤、做足
煤、不唯煤，将过去的“废物”重新循环利用，提升了
资源清洁化利用水平。同时，统筹推进蓝天保卫、碧水
保卫、净土保卫、固废治理和乡村整治“五场战役”，
市中心城区开展蓝天保卫战扬尘治理六大专项行动以
来，未出现一天污染天气，2018 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 96.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盘水把植树造林作为治理环
境、修复生态的一个重要手段，森林覆盖率以每年 2 个百
分点的速度增加。2018 年，该市共完成营造林 85.54 万
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0 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 65.74
平方公里，去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59%。
“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不是生态文明。”六盘水市
市长李刚表示，六盘水市既要修复绿水青山，也要创造金
山银山，坚持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道收，把绿色
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近年来，六盘水紧扣“把生态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
生态”主线，大力实施“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
舞活“产业链”，大力发展都市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
现代农业，从“添绿”中“生财”，将荒山野岭变成了老百姓
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同时，六盘水扬长避短，发挥海拔相对较高，夏天凉
爽、冬天寒冷的气候特点，将“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夏季，19 摄氏度的六盘水成为不少游客炎炎夏日避
暑纳凉的好去处。
冬季，六盘水目前已经建成了玉舍雪山、梅花山和盘
州云海乐原 3 个滑雪场，总面积达 23.3 万平方米，是我国
南方同纬度地区容量最大、赛道最齐全的滑雪场，日接待
游客超 2 万人次。
今年一季度，六盘水市共接待游客 1324.87 万人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108.6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3% 和
40.85%。
曾经“傻大黑粗”的“煤都”已逐渐被“凉都”的绿色名
片替代。六盘水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贵州六盘水玉舍雪山滑雪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