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 年，在云南边疆红河州蒙自市一

个叫查尼皮的彝族小山村，17 名党员代表

在一处茅草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

一次代表大会，从此红色的火种便在云岭

大地点燃。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矢志不渝听党话、

跟党走，团结一心谋发展。

百年间，沧桑巨变。云南 11个“直过

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

贫。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

活目的地“三张牌”，云南以转变发展

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跨越。随着

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云南朝着建

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迈出

坚实步伐，美丽开放的彩云之南

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

同心同力奔小康

秉持“各民族都是一

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

好日子”的信念，云南

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

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

李娜倮是澜沧县

勐根村老达保一名土

生土长的拉祜族农民。“过去我们寨子晴天

灰飞、雨天路滑，交通闭塞，十分贫困，全寨

119 户中有 9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娜

倮说。

近年来，老达保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

游，成立了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村民们

自编自创的12个本土特色节目受到游客喜

爱。农民成了演员，在家门口演出，既增加

了收入又不耽误农活，老达保也成了拉祜

文化名村、旅游产业新村。

“党的政策好，我们在唱唱跳跳中实现

了脱贫致富。”李娜倮说。2019 年末，老达

保村民小组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540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240元，92户 402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近年来，云南省持续加快整体脱贫、

全面小康进程。通过实施三轮民族团结进

步“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工

程，云南打造了 36 个示范县、264 个示范

乡镇、3711个示范村，助推各族群众全部

脱贫。2016 年到 2020 年，云南民族自治

地方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4%，经济社会发

展 主 要 指 标 年 均 增 幅 均 高 于 全 省 平 均

水平。

“云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民族同心

筑梦、奋斗圆梦，同全国一道实现小康。”云

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智说。

绿色发展筑底色

“五一”假期，大理市建成不久的生态

廊道示范段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生

态廊道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洱海湖面，一边

是秀丽的白族特色民居，美不胜收。“我们

将把洱海生态廊道建成一条生态道、保护

道、景观道、文化道。”大理苍洱投资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幸华说。

自2018年开始，大理市全面打响洱海

保护治理八大攻坚战。大理市计划投入近

百亿元，推进生态修复及湿地建设、生态

廊道建设、生态搬迁、管网完善、科学实

验地建设五大工程，目前已完成环湖 129

公里生态廊道主体工程建设，海西段阳南

溪至桃源北46公里生态廊道已投入运营。

绿水青山是云南的美丽名片。云南

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和九湖保护治理等 8 个标志性生态项

目。“十三五”期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逐年提升，16 个地级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连续 4 年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2020 年，全省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

达 83%，高于国家下达目标任务 10 个百

分点；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全部

稳定达标，保持Ⅲ类以上水质；九大高

原湖泊劣 V 类水体数量由 2015 年的 4个减

少为 1 个，洱海水质稳定向好，滇池水质

为 30年来最好水平。

云南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底色。

丽江市华坪县曾是全国 100 个重点产

煤县。如今，黑黢黢的矿山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片片山林。华坪县不断探索“矿

业转型、矿山转绿、矿企转行、矿工转岗”的

“四转”模式，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环境质

量提升和群众增收致富的良性循环。2020

年，华坪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74.2亿元，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75.5%。

“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

转型发展进程加快。”云南省发改委副主

任周民欣说，2020年，绿色能源成为云南

第一大支柱产业，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 42% （居全国首位），绿色能

源装机、发电量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46 个、67 个百分点；绿色食品品种、品

质、品牌培育不断加强，迈向价值链高

端。2020年，云南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51.5%。

对外开放促联通

“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地缘相近，具

有独特的区位优势。2020 年，我省新增设

境外投资企业 37家，对 18个国家和地区实

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0.17亿美元，疫情影

响下仍同比增长 6.85%。”云南省商务厅副

厅长浩一山告诉记者。

在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这个由云

南建投集团与老挝万象市政府共同投资建

设的合作平台正成为“一带一路”投资热

土。截至 2021 年 3 月，开发区已累计完成

投资8.17亿美元。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是

党中央着眼于新的时代背景和全国战略布

局，为云南确定的新坐标、赋予的新使命。

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持续

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云南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赵波说，云南以加

快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大通道建设为

先行，为辐射中心建设提供强力支撑。目

前，中越铁路境内段已建成并实现全线准

轨电气化，中缅方向大理—临沧铁路已建

成通车，中老铁路预计 2021 年内建成通

车。公路方面，中越、中老、中缅国际通道

高速公路境内段全线贯通，境外段中老高

速万荣—万象段已建成通车。航空方面，

截至 2020 年，云南累计开通南亚东南亚客

货运航线55条，通航城市33个。

历经百年，云岭大地地覆天翻、日新月

异。云南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努力成

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奏响

七彩云南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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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云 之 南 奏 响 华 彩 乐 章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全力建设区域性国际铁路枢纽
本报记者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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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亚洲象种

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亚

洲 象“ 小 强 ”正 在 淋 浴

（2019年11月12日摄）。

金林鹏摄（新华社发）

图② 贡山独龙族

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新

貌（2020 年 10 月 31 日

摄）。

胡 超摄（新华社发）

图③ 在普洱市澜

沧县马铃薯基地，驻村

第一书记正在直播带货

（2020年9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加快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本报记者 曹 松

2020 年 12 月 30 日 ， 昆 明 至 临 沧

D8127 次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昆明南站，

满载旅客奔向世界佤乡临沧。飞驰的动车

上，身着佤族服饰的乘务员们和旅客一起

亮开嗓子，载歌载舞唱响了 《阿佤人民唱

新歌》。

这一天，临沧市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接入全国高铁网，我国西南地区新增一条铁路

进出大能力通道。

佤乡第一代大学生田学明已年过 80。1958

年到北京求学时，他在路上花了 23天时间。“那

时就想如果我们阿佤山能通铁路该多好。”大临

铁路通车当日，田学明不辞辛苦来到车站见证这

一历史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1958 年，国家

投资兴建的准轨贵昆、成昆铁路相继开工，不断

推动西南铁路建设大步向前。1966 年，贵（阳）昆

（明）铁路通车运营，从此，云南铁路与全国铁路联

网，结束云南“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1970

年，被联合国誉为“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

奇迹”之一的成昆铁路建成，这是中国第一条全线

牵引动力内燃化的铁路。至此，云、贵、川三省的

铁路交通网全面形成，整个西南交通状况得到极大

改善。1997 年 12 月，南（宁）昆（明）铁路建成通车，

成为沟通大西南与华南沿海最便捷的陆上通道。

走进新世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建设

在全国多地拉开序幕，云南铁路人也不甘落后。2016

年12月28日，沪昆高铁、南昆客专开通运营，云南接入

全国高铁网，云南“飞”入了高速时代。

百年持续攀登，一路风景万千。1949 年，云南铁

路通车里程只有 600 多公里；2020 年发展到 4100 多公

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 1064 公里，每天开行超过

350多列动车组列车。云南昆明、曲靖、红河等 10个州

市先后迈入高铁（动车）时代，“八出省五出境”骨架网

络基本成形。

走进新时代，云南铁路人将不负重托、抢抓机遇，

立足云南新定位和铁路“十四五”规划，以开通运营中

老铁路为契机，以全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铁路枢纽、国际

国内双循环的前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率先成

为助力西部大开发的榜样。

5 月 12 日，云南省今年首批产自红河州建水县的

2.6 吨夏黑葡萄经昆明海关所属蒙自海关产地检验检

疫后出口。

建水县有“中国早熟优质葡萄第一县”之称。云南

澳际包装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立芳说：“此次出口将助

力建水葡萄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提升云南水果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明显。2018年，云南省作

出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部署。

3年来，云南省将绿色有机作为农业发展的导向，

实施绿色有机基地建设和产品认证奖补。2020 年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审核绿色有机奖补项目 210 个，预计

兑付奖励资金超过亿元。云南连续 3 年组织“10 大名

品”和“10 强企业”“20 佳创新企业”评选表彰活动，对

121家企业实施近 2亿元资金奖励。2019年，云南省还

拿出 6亿元支持 20个县开展“一县一业”示范县创建。

“20 个县通过用好省级财政引导资金，累计整合各类

资金 14.7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73.5 亿元。”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绿色食品处副处长张小喆说。

通过高位强力推动、健全机制联动、加大投入拉

动、完善政策促动，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实现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据统计，2020年云南全省茶叶种植面积 720万亩，

有机认证茶园面积82万亩、有机产品认证数量1014个，

面积和产品认证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花卉种植面积190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1880万亩，云菜近 70%商品外销，

成为“南菜北运”“西菜东调”的重要基地……

2018 年以来，云南茶叶、花卉、蔬菜、水果、坚果、

咖啡、中药材、肉牛 8 个“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综合

产值保持了 16%的年均增速。“十三五”期间，云南

第一产业增加值从“十二五”末的全国第 14 位提升到

第九位。

“未来云南将抓好‘一县一业’，聚焦种业、电商两

端，提升设施化、有机化和数字化水平，到‘十四五’末，

实现茶叶、花卉、水果、蔬菜、肉牛等产业高速增长。”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波表示。

党中央对云南工作高度重视，对

云南人民深情关爱。“十三五”期间，云

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经济发展迈上

新台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

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

了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云南要与全国同步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欠发达”仍然是云南基本

省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云南最

大的不足，加快发展仍是云南最大的

任务。

进入新发展阶段，云南要正确认

识和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和作用，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自

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

安全的发展。

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

开放。云南要把深度融入新发

展格局同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成

为名副其实的“一带一路”重

要节点。全力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

生活目的地“三张牌”，全产

业链重塑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构

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数字化发展，协调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更大力

度推动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奋力开创云南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