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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在历史长河中，弹指

一挥间。但过去的 10 年，却是

贵州发展历史上少有的“高光

时刻”。

2011 年至 2020 年，贵州经

济 增 速 连 续 10 年 位 居 全 国 前

列，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由第

26 位上升至第 20 位，实现经济

总量从长期靠后、奋起直追到赶

超进位的历史性跨越，被誉为

“黄金十年”。

回望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对贵州关怀备至，在每个

重要时间节点为贵州发展指明

方向。

回望十年，贵州处处活力迸

发。各族儿女不辱使命，贵州上

下全力“赶”、加快“转”、奋力

“超”。烟、酒、茶、民族医药、特

色食品等产业尽展黔地芳菲；

“双千工程”、十大工业产业

助力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大数据产业从“风生水起”

到“落地生根”再到“集聚

乘势”，发展的新动能日

渐澎湃。

回望十年，黔中大

地山乡巨变。率先在

西 部 实 现 县 县 通 高

速 ，高 铁 连 通 京 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

粤港澳。曾经“地无三里平”，如今万桥飞架、

天堑变通途，蝶变为“高速平原”；“一年四季包谷沙，

过年才有米汤喝”成为过去，“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照明

靠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923 万建档立卡群众稳定脱

贫，整体实现从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后发赶超动力十足。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昨天的奋斗铸就了今天的辉

煌，今天的奋斗必将成就明天的荣光。贵州期待再一个

“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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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茅台酒包装线上，一片忙碌景象。

芦晓娟摄

图② 贵安樱花园。 （视觉中国）

图③ 瓮安县城一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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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贵州省作出大力实施“强省

会”的战略决策，鼎力支持贵阳贵安高质量

发展。今年5月中旬，贵州“强省会”行动推

介暨“苏商入黔”集中签约活动在贵阳市举

行，超过 500 家苏商企业参会，70 个项目签

约、协议金额达880亿元。这是贵阳市扩大

开放，招商引资的最新成效之一。

近年来，贵阳市在建设好贵阳国家经

济开发区、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

础上，又成立了双龙航空港、贵阳综保区等

平台，打造了改貌铁路口岸、都拉营国际陆

海通物流港等开放载体，提升了开放水

平。开放的平台搭建起后，投资、项目能否

留得住、发展得好，关键在服务、在营商环

境。在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

明看来，“营商环境就是城市的脸面”。

今年3月，升级后的贵阳市民营经济服

务平台（贵商易）系统在网页端和移动端正

式上线。贵商易平台打通了民营企业家与

服务中心实时互动、表达诉求的渠道，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均可在平台提

出。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民营经济处处

长刘文静告诉记者，全市有 1100 余名督办

政务人员在线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企业

所反映事项均达到 1 日督办、3 日受理、15

日回复，过去“诉求无门”“诉求回应慢、解

决慢”的现象得到极大改善。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贵阳以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点，

发挥大数据先行优势，通过信息

共享做“加法”，从市到村全部接

入网上办事大厅，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网上可办率达到 100%，实现

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

目标。同时 ，通过简政放权做“减

法”，积极优化一站服务，全市 42 家

行政审批部门全部进驻市政务

服务大厅，进驻事项达 1400 余

项，实现“应进必进”。

与企业一样重要的是

人才。为了留住人才，服

务好人才发展，贵阳国

家经济开发区实施

了牵头引进人才、

牵头培养人才、

牵 头 服 务 人 才

的“三牵工程”，

发挥领导干部

示范带动作用，

牵 头 引 进 重 点

目标人才，牵头

培养各类实用人

才，牵头服务重点产

业高层次人才。

贵州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董

博 2015 年学成归国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成了一名“贵漂”。“这里

非常重视人才。”董博告诉记者，她初来之时就

申请到了人才公寓，“这很大程度解决了我的

后顾之忧，地方政府后来在生活和工作上

都给予了我支持和帮助”。经过 5 年

多的发展，董博的公司已拥有 100

多名员工。如今，董博准备将

父母也接过来，在此安家。

“十三五”以来，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围绕产业

发展需求，全力建设“贵州

航空人才港”，加快建设人

才发展高地，先后引进290

余名高层次人才。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多方联动，

通过招引联动引进人才。每

年通过引进一批重点企业、参加

各类人才招聘会，吸引一批专业技

术人才。同时，该经济区还通过校企合作引进人

才。辖区重点企业与省内高校合作共建大学生

实习实训基地，每年至少有100余名合作高校学

生到经济区企业实习。

在着力引进高端人才的同时，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不忘培养本地人才。2020年9月，该经

济区与贵阳学院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和人才引

进培养交流合作协议，双方就人才引进培养、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深度

合作。

既在“引”上下功夫，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更在“留”上出实招，优服务、解难题，相继建

立了领导服务人才、部门服务人才工作制度，解

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助力高层次人才轻装上阵，

充分激发了人才创新创业的动力。

同时，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还全力搭建

创新创业平台，种好招揽人才的“梧桐树”，打造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十三五”时期，该经

济区共签约引进重点项目 85个，协议投资总额

超过1400亿元。

奋力后发赶超 走出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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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提起贵州，人们想到的都是“天无三

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黔驴技穷”

等。如今再提贵州，人们想到的是遥望星空的

“中国天眼”、秀美的山川、多彩的民族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各项事业一派欣欣向荣。习近平

总书记赞誉“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踏平坎坷成坦途

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四面环山，

外出必须攀越悬崖峭壁，为打通连接山外的

公路，麻怀村党支部书记邓迎香带领广大党

员群众攻坚克难，凭借惊人意志，连续十多年

锲而不舍地挖山不止。在党和政府的支持

下，麻怀隧道于 2011 年夏天终于被拓宽成为

一条长 216米、高 3.5米至 5米、宽 3.9米至 5米

能通大货车的出山通道。一路通带来百业

旺，麻怀村近年来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全

村57户贫困户236人稳定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坚持交通优先

发展，全力破解交通瓶颈，搭建起了互联互

通、无缝衔接、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成为西南陆路交通枢纽；高速公路省际通

道达 22 个、铁路省际通道 15 个。公路方面，

贵州省 2015年底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实

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到 2020 年底全

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7607 公里。铁路方

面，贵州省每年都有新的高铁线路投入运营，

目前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1500 公里，所有

市（州）都有高铁经过。

如今的贵州省实现了由“地无三里平”到

“世界桥梁博物馆”的华丽蝶变。据贵州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邵勋介绍，目前，世界高桥前

100 名中，有 50 座在贵州；世界高桥前 10 名

中，有 6 座在贵州。在畅通大动脉的同时，贵

州省积极打通交通“毛细血管”，在 2017 年实

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后，又启动农村“组组

通”工程，累计建成 7.87 万公里通组路，惠及

近 4 万个村寨 1200 余万农村人口，打通了群

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日子越过越红火

走进贵州省晴隆县三宝街道的山水服饰

加工厂，缝纫机转个不停，何永梅和工友们忙

着加工裙装，“每月 2200 元的保底工资，按件

计酬，好的时候能拿 3000多元”。何永梅此前

住在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是贵州省的极贫乡

镇之一，平均海拔超过1600米，2014年贫困发

生率还高达 83.73%。为了斩断“穷根”，贵州

省于 2017年决定将三宝整乡搬迁至晴隆县城

近郊。如今，何永梅夫妻俩月收入约 6000元，

日子越过越红火。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精准

确立扶贫对象的基础上，针对致贫原因开“药

方”，集中精力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

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等

“四场硬仗”。对生活在贫困地区的群众，贵

州省率先在全国打响易地扶贫搬迁“当头

炮”，“十三五”期间共有 192 万群众搬出深山

区、石漠区、高寒山区，搬迁规模约占全国的

六分之一。同时，该省积极推进构建基本公

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

理和基层党建五大后续扶持体系，写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产业是持续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贵州

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各

地资源禀赋、气候特点，大

力发展茶叶、食用菌、蔬

菜 等 12 个 农 业 特 色 产

业。在教育医疗住房“三

保障”方面，贵州省连年压

缩党政机关的行政经费用

于教育精准扶贫，在全国率

先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

疗体系，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

2020年 11月 23日，赫章、榕

江等 9县正式宣布退出贫困县序

列。至此，贵州省 66 个贫困县全

部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不仅

改变了贫困群众的命运，也不断改变

着广大农村地区的面貌，让资源潜力

持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推

动了农业、工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换道超车动力足

5 月 26 日，2021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简称“数博会”）如约而至，来自国际国

内的业界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大

数据未来，一批新技术成果在会议期间发

布。经过7年的发展，“数博会”已经成为全球

大数据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视察

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

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

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

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如何走出一条发展

新路？贵州把目光瞄在大数据产业上。

贵州省发挥地质结构稳定、气候凉爽、能

源充足等优势，大力建设南方数据中心示范

基地，吸引了包括苹果、华为、腾讯、FAST 等

公司和机构的项目落地，目前投运及在建重

点数据中心 23 个。如今，贵州省在全国率先

实现所有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网络通、数据通，

贵州政务服务网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

盖。而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则催生出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近年来，贵

州省实施“千企改造”“万企融合”推动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带动 6043 户企业开展

融合，核心应用“上云”企业超过 2 万家，数字

经济增速连续6年全国第一。

贵州省省长李炳军表示，将围绕“在实施

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深入挖掘大数据

“钻石矿”，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

为高质量发展持续增添新

动 能 。 大 力 推 进

数字产业化，打造数据中心上

下游产业、智能终端产业、特色

数据融合产业等产业集群；大

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加快数字技

术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大力

推进数字化治理，提升政

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

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大力推动数据价值化，建好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

家枢纽节点，建设面向全国

的云服务基地、“东数西算”

算力基地，让数据释放出应

有的价值。

厚植沃土引人才
本报记者 王新伟

招财引智强省会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