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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过岁月的年轮,每一段过往都
历历在目。

洗尽时间的铅华,每一份荣耀都
值得珍视。

5 年来，六盘水经济发展厚积成
势 ， 预 计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9%； 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升 级 加 快 推 进 ，
煤矿“两化”“三利用”成效明显；
七大产业板块发展见效成势，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农村产业革命深入推
进，“凉都三宝”逐步风行天下；旅
游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5 年来，六盘水市两个“三地同
城化”发展步伐加快，常住人口城镇
化 率 达 55.2% ， 高 于 全 省 5 个 百 分
点；城市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公共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成功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

5 年来，六盘水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达 440 公里，建成通村油路 （水泥
路） 5935 公里，月照机场旅客吞吐量
43 万人次，行政村光纤、4G 网络实
现全覆盖。

5 年 来 ， 六 盘 水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1.51%；2019 年起六盘水市中心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 100%；获批创
建第二批国家城市黑臭水水源地治理
示范城市；县城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

……
过去 5 年，是六盘水发展进程中

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 5年；
过去 5 年，是六盘水发展进程中

阔步前行、跨越发展的 5年；
过去 5 年，是六盘水发展进程中

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 5年；
5 年中，六盘水坚持稳中求进主

基调，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牢牢守住发展、生态和安
全三条底线，深入实施工业强市和城
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扶贫、
大数据、大健康三大战略行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即将与全国
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 要

冬季之美在于雪，雪之美在于“动”。
近日，盘州市天气回暖，乌蒙滑雪场“蓝

天+白雪”的景象美不胜收！
乌蒙滑雪场位于乌蒙大草原景区内隶属贵

州宏财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项目，是盘
州市首个滑雪场，滑雪场总规划面积约 150
亩，总造雪面积约 5万平方米，滑雪场区域约
4万平方米，戏雪区面积约 1万平方米。

“来滑一下雪，可以释放我们的学习压力，
丰富课余生活，提升滑雪技能，我觉得很好，我
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也非常激动”，盘州市第
一中学高二十七班的肖双芳兴奋地说道。

走进乌蒙滑雪场，吵闹声、滑雪声、摔倒声
不绝于耳，盘州市第一中学 500 余名学生全副
武装、神采奕奕，踏着积雪、脚踩滑雪板，在“银
白的世界”里徜徉，心随身动、御雪而行，有的在

滑雪板上探索，体验重力加速度，有的乘雪地摩
托车欢乐飙到山顶再一路驰骋而下。

为积极响应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冰雪运动
进校园”活动，2020年 12月 22日起，乌蒙滑
雪场结合场地实际每天为盘州市第七小学、沙
陀小学、兴成学校、盘州市第一中学等学校提
供 500个滑雪位供学生体验，目前，3000余名
学生已得到滑雪体验。

去年 12 月 28 日，为进一步培养青少年滑
雪运动的技能，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深度
开展，盘州市第一中学与乌蒙滑雪场联合成立
的“贵州省盘州市第一中学全国青少年校园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训练基地”正式挂牌。

来自重庆的王女士高兴的介绍道，“乌蒙大
草原，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避暑，因为这里
天气好，十分凉快，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大草原上

滑雪场开业，所以带着孙子来体验一下滑雪”。
冬季，在乌蒙大草原景区不仅可以体验滑

雪，更有彩虹滑道、玻璃水滑道、网红甩桥、
网红蹦极、室内充气城堡等项目为游客提供冬
季的游玩“盛宴”。截至目前，乌蒙滑雪场共
计接待各地游客5000余名。

近年来，六盘水坚持以国际化理念引领旅
游业发展，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地域特色，丰
富旅游生态和人文内涵，高品质开发旅游业
态，加快建设国际一流避暑度假和山地户外运
动目的地。

全市加快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加快
发展以民族和山地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持
续提升“康养胜地·中国凉都”“南国冰雪
城·贵州六盘水”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旅游业集

群化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旅游景区、旅游酒
店、旅行社、旅游队、乡村旅游等产业链；大
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入实施服务业创新发展
十工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价值链高端
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推
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交汇点上，六盘水的
决策者审时度势，分析全市未来发展总体态
势，胸怀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正确认识
六盘水面临的机遇挑战。

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六盘水将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牢牢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
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
着力打造转型升级新样板、厚植区域竞争新优
势，构筑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市域治理新效
能、开启幸福六盘水新生活，奋力开创百姓
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高品质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2019年 8月成功获批建设全国第二批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后，六盘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大力实施“三大战略”行动，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首要任
务，多措并举，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近段时间，位于水城经济开发区的贵州九
衡铝业有限公司挤压车间里，一节节铝棒经过
模具的挤压，变成了一根根成型的材料运到下
游企业。“通过产业升级，现我们可以生产了
19米、25.5米的铝棒，每天产能 3.8吨到 4.5吨
之间，极大提升了产能。”贵州九衡铝业有限
公司挤压车间负责人徐波说。

贵州九衡铝业有限公司是去年 8月入驻水
城经济开发区的一家铝产业链的下游企业，目
前共有 4条生产线，主要生产铝合金建筑节能
型材、工业型材及其配套下游产品，产品市场

主要集中在云贵川、长三角、珠三角及华中等
地区。自投入生产来，该公司产能达 3000
吨，产值在6000万元左右。

“十三五”以来，水城经济开发区全面推
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立足双元铝业 14.5万吨电解铝资源，按照“1+
3+N”和“三链两集群”发展模式，大力实施

“产业大招商”和“双千工程”，产业链共聚集
33 家企业 36 个项目，现基本形成原料生产到
中级产品再到终端产品产业链的发展格局。

从“低价抢滩”到“推新卖高”，水城经
济开发区铝及铝加工产业园已容纳 36 家上下
游关联企业。贵州十九度铝业就是其中一家，
十九度铝业2017年入驻，主要以水城经开区内
的亮星铝业生产的合金棒为供应资源，进行铝
型材加工生产，前些日子，公司生产的用于船

舶的新产品又成功下线。2020年 1到 12月，十
九度铝业共生产了 18000吨铝型材，主要销往
省内及云南、四川等地。

“我们后期又上了三台挤压机，加上现有的
一台 2200吨挤压机，现主要是往工业型材方面
去发展，后续还要上 3600 吨的挤压机，竞争汽
车领域航空领域，把企业做大做强。”贵州十九
度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应辉说。

如今，水城经济开发区陆续引进了铝棒、铝
板材、铝线杆及下游产业，电解铝第一轮 100%
就地转化，第二轮、第三轮就地转化率正不断提
高，建筑型材和铝制智能家居“三链两集群”基
本形成。产品结构逐步实现从生产原材料到生
产中高端产品的转变。2020年 1至 11月，水城经
开区共完成铝产业产值53.4亿元。

“十四五”期间，水城经开区将继续推动

铝产业整体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创新能
力再上新台阶，基本形成特色终端铝制品制造
产业集群，将铝及铝加工产业打造成为引领，
带动性核心产业发展，力争产值突破 100亿元。

无论是“立足煤”的传统企业转变，还是“高
科技”的新兴产业崛起，这背后，都折射出了六盘
水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维度。

六盘水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有力的政策保障，全新的发展理念，为
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注入新动能。

全市努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变革、加快七大产业板块全链条发展、全面
提升产业园区能级和水平、培育壮大企业主
体，聚焦煤炭、电力、钢铁、建材等重点产
业，坚持提质存量、补链强基并重，大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煤炭产业
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全省煤炭产业集群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力争建设西南地区重要的现代能
源工业集群城市。

高质量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近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布了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名单 （第四批），在 79个入选地区
中，六盘水市水城区榜上有名。

在位于水城区米箩镇的红心猕猴桃基地记
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果树进行冬季的整形修
剪、绑枝、清园和喷药防治病虫害工作，寒冷
的气温也掩盖不住基地中的热闹氛围。

“根据农业农村部及省、市农业农村工作
主管部门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相关要求，水
城区东部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认真抓好水城红
心猕猴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我们以

‘中国醉美百里猕猴桃谷’为核心，以龙头企
业为纽带，按照规模化、专业化、生态化、标
准化、集约化推进猕猴桃基地建设。”东部园
区管委会书记张辉告诉记者。

据悉，为做好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相关
创建工作，2020 年，水城区猕猴桃产业提质
增效，计划新建 8000 亩猕猴桃标准化生产基
地已经完成，全区猕猴桃种植规模已达到 11.2
万亩；

猕猴桃产学研基地、节水灌溉体系、果园
运输观光通道、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病
虫害综合防治、有机肥施用等项目已经完成，
猕猴桃全产业链发展的基础得到强化。

“通过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产量和果
品品质得到了明显提高，市场竞争优势更加明
显，与 2017 年相比，产业规模增加了 1.6 万
亩。”张辉介绍道。

此外，水城区以贵阳学院、省轻工业科学
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及科研机构为依托，抓好产

品研发和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
“我们通过抓好猕猴桃果酒、果汁、果

干、果脯等猕猴桃系列产品研发和生产，目前
各类产品已进入市场，且市场反响比较好，充
分挖掘猕猴桃潜在价值，发挥了水城红心猕猴
桃的产业优势。”张辉告诉记者。

园区还依托现代网络技术，抓好现有 11.2
万亩猕猴桃基地信息化体系建设；重点抓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智慧农业数据处理中心和
生产管理及数据获取分析系统建设，实现猕猴
桃从田间到餐桌的无缝对接，打造了让消费者
放心和满意的产品。

“十四五”期间，水城红心猕猴桃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将继续稳定产业规模，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全方位实现

提质增效，促进企业和农户增产增收。
长期以来，六盘水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把解决好“三农”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
重，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接续推进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

六盘水持续巩固开发式扶贫方针，落实
“四个不摘”，强化“四个不能”，坚持“5 个
100%”“四个三”等举措，保持投入力度总体
稳定，加快实现“输血”脱贫向“造血”致
富、数量达标向质量提升、政府主导向市场引
导转变；坚持以种植为主体，统筹农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
局；坚持以增值为主线，强化资金支持、科技
服务、农业设施等保障，推动农业质量和效益
全面提升；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推动流通和营
销全面发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

高质量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六盘水：奋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瑶 谢勇勇 景诗瑶

水城区农业云平台。 黄蜀锦 摄

查看猕猴桃长势。 黄蜀锦 摄

贵州九衡铝业有限公司。 谢勇勇 摄

凉都市区。 高锡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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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滑雪场。 盘州市委宣传部供图凤池俯瞰。 孙大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