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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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来，宁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态持续改善、产业不断完善、贫困程度不断降低，
2018 年工业增加值分别是 1958 年和 1978 年的 2492 倍和 196 倍，年均增长 14.2%和 14.5%，
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宁夏地域差异大，地势南高北低。北部引黄
灌区麦稻高产，花果飘香，素有“塞上江南”之美
誉；中部干旱带风大沙多土地贫瘠；南部西海固
地区山大沟深，生态脆弱，素有“贫瘠甲天下”
之说。
悠悠 70 载，宁夏回汉儿女在全面建设小康
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吊
庄扶贫、生态移民到扶贫攻坚，累计 110 万贫困
群 众 告 别 西 海 固 ，六 盘 山 下 谱 写 了 最 感 人 的
篇章。
告别贫困，GDP 年均数十倍增长的背后是
宁夏人民的不懈奋斗；告别贫穷，百万移民过上
小康生活的笑脸上，写满扶贫攻坚精彩的宁夏
故事。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宁夏深处内陆，经济欠发达。1949 年这里
的 GDP 是 1.39 亿元。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
传统意义上的种养业维系繁衍生息。
实现高速度发展，要有工业经济支撑。有数
据显示：2018 年宁夏工业增加值分别是 1958 年
和 1978 年的 2492 倍和 196 倍，年均增长 14.2%
和 14.5%。
夜幕下的宁东能源基地美轮美奂。戈壁深处
绵长几十公里，
油气塔高耸入云。神华宁煤集团董
事长邵俊杰不断地刷手机屏，
从手机屏上能看到集
团任何一个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以及安
全参数。
“从视频监控到巡检机器人，
再到手机移动
终端的全面应用，一部手机玩转智慧矿山。”邵俊
杰说。
“作为宁夏宁东基地的骨干企业，宁夏传统
煤炭企业与神华集团携手实现从‘卖炭翁’到‘卖
油翁’的华丽转身。”宁东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陶少
华告诉记者，用 3 年的时间攻克了 37 项国际尖端
技 术 ，重 大 装 备 技 术 国 产 化 达 到 了 98.5% ，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了全球单体最大煤制油装置试
车成功。
“从传统企业要改造、要转型、要提升，哪
一步都离不开自主创新。对于神华宁煤而言，我
们面对的挑战仍旧很多。”邵俊杰说。
近几年一批高端煤化工制品企业密集落地，
宁夏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已从甲醇、烯烃等初级
产品延伸到高端纺织及化纤制品、新材料、精细
化工高端润滑油、装备制造、锂电池、节能环保、
杀虫剂等十几种产品系类，形成煤化工精深加工
高端产品体系。
随着宁东能源基地科技先行型企业呈集群
式发展，宁夏新型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先后形
成世界最大的电解金属锰、单晶硅及多晶硅、大
型铸钢铸铁件、工业蓝宝石等生产基地；全区两
化融合指数达到 58.25，中卫西部云基地直达互
联网骨干节点出口带宽总计达 800G；中宁枸杞、
盐池滩羊、灵武长枣、西吉马铃薯、中卫硒砂瓜、
吴忠奶制品业等特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优势特色农业比重达到 87%。
“宁夏以打造西部地区转型先行区为主攻方
向，经济在后发追赶的道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
好，正在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径。”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超超说。

防沙治沙换来金山银山
“这些年日子越过越好，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盐池县沙边子村党支部书记白峰告诉记者，
记忆中小时候村里村外除了沙子还是沙子，经常
是一夜的大风能将家门前的沙丘搬到十几米外。
东邻毛乌素，北接乌兰布和，西濒腾格里。

三面环沙的宁夏是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省
份之一。数据显示，2003 年前，宁夏发生中度、
重度退化的草原面积超过 3300 万亩，占草原面
积的 90%。
防沙治沙重在从源头抓起。2003 年，
宁夏在
全国第一个以省为单位全面实行禁牧封育。赶羊
下山关进圈，
麦草方格扎起来。几年光景，
光秃秃
的山头和沙丘重现绿意。在此基础上，宁夏依托
退耕还林、
三北防护林、
天保工程等国家重点林业
工程，
逐步完善不同区域的防沙治沙模式，
如地处
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中卫市,在包兰铁路两侧建立
了
“五带一体”
防风固沙体系等。
“禁牧封育十几年
来，
全区天然草原植被覆盖度由 35%提高到 52%，
重度沙化草原面积减少了 61%。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马波介绍说。
“宁夏防沙治沙经验在全国乃至全球皆有可
借鉴和推广价值。”马波介绍，宁夏一张蓝图画
到底，坚持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国第一个实
现沙漠化逆转的省份。宁夏创造的“麦草方
格”+灌木 （草） 防护+零星种植乔木等多项现
代治沙技术在国内外推广应用。持之以恒的苦
干、拼命干，宁夏山川大地由“黄”到“绿”。
“十二五”期间，宁夏完成治沙造林 401.67 万
亩，实现全区沙化土地 20 多年持续减少的目
标，森林覆盖率由“十一五”的 11.9%提高到
2018 年的 14.6%。

扶贫攻坚成效显著
“闽宁模式”，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见证了东西
扶贫协作的伟大创新。
闽宁镇位于银川南端，贺兰山东麓，拥有耕
地 4.3 万亩，常住人口 8870 户。1996 年，福建和
宁夏启动了对口扶贫协作。新建起的闽宁镇，让
曾经的戈壁荒滩变成了现代化的生态移民示范
镇，4.4 万多祖祖辈辈生活在西海固贫困山区的
农民由此走出大山，通过移民搬迁走上了脱贫致
富之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开发建设初期的
500 元 增 长 到 2016 年 的 10350 元 ，增 长 了

位于吴忠青铜峡市的黄河楼及周边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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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倍。
搬得出，稳得住，要致富。20 多年来，在借
助东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同时，闽宁
镇将外来资源和自身禀赋相结合，培育出酿酒葡
萄和红树莓种植、肉牛养殖、设施温棚等特色产
业，
发展走上
“快车道”
。
宁夏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先后组
织实施吊庄移民、扶贫扬黄工程移民、易地扶贫
搬迁和生态移民工程，累计移民 110 多万人，贫
困发生率从 25.5%下降到 6%。
2015 年，宁夏固原四县一区建档立卡的共
计 435 个贫困村 26.7 万贫困人口。为了让西海
固贫困群众早日奔小康，西海固再次吹响扶贫
攻坚的号角。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
张柱介绍说，全市推行“1+N+X”树状三维一
体的精准扶贫模式，即“根”植方向，制定一
个扶贫总规划；“枝”连项目，整合资源，实施
N 个扶贫项目；“叶”开农村，因户制宜地实施
精准脱贫。近两年固原市各县 （区） 把抓金融
扶贫放在首位，实施多元化金融运行机制，全
市精准扶贫整体推进。
新时期，新使命。西海固 4 个县（区）脱贫摘
帽、109 个贫困村出列、10 万人脱贫……与全国
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正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宁夏
就精准扶贫提出了“三个转变”，即从单一扶贫向
整体推进转变，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
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转变。

神华宁煤集团 400 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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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 亮“ 美 丽 宁 夏 ”新 名 片
蒋文龄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照耀下，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团结奋
斗，经济发展实现巨大跨越、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
善、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
定，在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发展史上书写精彩的“宁
夏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宁夏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群众生活贫困；而今，宁夏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产
业升级扎实推进，人民生活稳步提升，正处于“芝
麻开花节节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近年来，宁夏
聚焦经济繁荣这个目标，以打造西部地区转型发
展先行区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
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传统产业提
升、特色产业品牌化、新兴产业提速、现代服务业
提档等工程，不断在创新中加力、在转型中追赶、
在实干中突破，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
幅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经济在后发追赶
的道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好，正在走出
一条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径。

民族团结既是宁夏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更是
宁夏发展上的实践经验。
“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已经变成宁夏各族群众的共同实
践。近年来，宁夏以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为重要载体，全区上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
族观，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积极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努力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
共事、
共乐的良好氛围。
良好环境是最宝贵的生态财富，宁夏三面环
沙、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总体脆弱。经过长期不懈
的努力，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20 年“双
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土地沙化趋势整体逆
转，森林覆盖率由自治区成立时的 1.5%提高到
14%。近年来，宁夏聚焦环境优美这个目标，始终
把建设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光荣使
命，以打造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为主要
抓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大力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行动”，全
面打响新时代黄河保卫战，深入开展贺兰

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绿
色发展的底色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健康，美丽宁夏
的颜值越来越高、
名片越来越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宁
夏西海固地区“贫瘠甲天下”，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通过实施“双百”扶贫攻坚、千村扶贫攻坚、百万人
口扶贫攻坚等工程，逐步解决了一部分贫困人口
的生产生活问题。近年来，宁夏聚焦人民富裕这
个目标，以打造全国脱贫攻坚示范区为重大任务，
大力实施脱贫富民战略，坚决贯彻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方略，统筹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坚持扶贫与
扶智、扶志同向发力，贫困发生率由 22.9%下降到
3%，
为 2020 年实现脱贫目标打下了决定性基础。
宁夏现代化建设站在新起点，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塞上各族儿女“建
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长征路一定会
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辉煌。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宁夏
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