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丹灵）2020 年，湄
潭县“三产联动”抓融合，抓实农业产业
化、工业化、农旅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37.02亿元。

近年来，湄潭县以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
为主方向，带动发展茶叶企业 781家，新申
请认定“贵州针”茶叶商标已报国家知识产
权局审批。成功申报湄潭县翠芽 27°茶旅
示范园区和湄潭县西河现代高效种植养殖循
环农业示范园区。培育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
业 42家，发展茶园 60万亩、优质稻 20.5万
亩、辣椒 21 万亩，石莲红肉蜜柚、湄潭茅
坝米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积极推
进农旅、茶旅、康旅融合发展，建成 3A 级
以上景区 7个，成为全国首批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荣获全国茶旅金牌路线、中国茶旅融
合十强示范县称号。

湄潭县

茶旅一体化

实现综合收入37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 陈富强）近日，记者先后
采访了遵义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两次会议上，“如何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
全局”广受热议。

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用“五个之最”诠释
了“十三五”以来，该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成就，回答了遵义将如何坚持高质量发展。

最具历史性的是“一步跨千年，同步达小
康。”“十三五”以来，遵义市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8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摘帽、87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2.22 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19.7万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有效
解决了 643.9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透风漏雨老
旧危房全部清除，在贵州主战场创造了“三个
第一”的显著成绩，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
对贫困标签，实现了遵义的新跨越。

最具根本性的是“群众生活更幸福，百姓

笑得更灿烂”。遵义市将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
控和防汛救灾的第一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遵义市闻令而动、主动出击，步步为营、
连战连捷，在全省率先启动“五类人员”核酸
检测全覆盖、建立定点集中收治医院、推动本
土企业转产解决防疫物资难题，同时加快推动
复工复产和复学复业，实现确诊病例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

与此同时，该市还未雨绸缪、果断应对，
全力防大汛、抗大灾、救大险，最大限度减少
了连年季节性持续强降雨天气带来的损失。

遵义市经济由高速增长加快转向高质量发
展，经济总量提升至全国百强市的第 68位、西
部城市的第 9 位，2020 年预计完成经济总量
3700亿元左右，初步形成与省会城市贵阳“双
轮驱动”的发展格局。200 万人口的中心城市
已经形成，城镇化率从 46.5%提高到 57%。与

“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期间，遵义市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8000 余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8000余元。同时，教育、医
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就业、社保、
养老等兜底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

最具引领性的是“两条底线守得更牢，综
合实力大幅提升。”近年来，遵义市现代产业体
系的基础不断夯实，白酒产业迈上千亿级台
阶，茶叶、辣椒、方竹种植面积位列全国地级
市第一。如今，县 （区） 都有产业园区，县县
（区） 都有主导产业。在此基础上，该市还全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五场战役”取得重大战
果。“治污治水·洁净家园”行动成效明显。

最具突破性的是“发展条件显著改善，城乡
变化翻天覆地。”“十三五”以来，遵义市坚持打基
础、利长远、强弱项、补短板，城乡基础设施得到

极大改善。同时，遵义全面开启遵义新舟、遵义
茅台“双机场”模式，进入高铁新时代，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达 1398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4万公
里，位列全省第一；实现县县有中型水库，工程性
缺水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最具标志性的是“红色圣地精神激昂，醉
美遵义生机勃发。”“十三五”以来，作为革命
老区的遵义市，坚持“红色传承、讲好遵义故
事”，不断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弘扬红军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新时代贵
州精神，涌现出杜富国、黄大发两位“时代楷
模”，同时成功创建并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县级全国文明城市实现零的突
破，连续荣膺“长安杯全国双拥模范城”等荣
誉称号，政务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城市宜居
度、安全感和竞争力均处在全省前列，“红色圣
地·醉美遵义”的知名度、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最具历史性、最具根本性、最具引领性、最具突破性、最具标志性——

“五个之最”解码遵义高质量发展

近日，贵州万胜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包装车间内，工人们双手灵活、
动作一气呵成，快速包装一盒盒复方
胃痛胶囊。

自 1995年成立以来，万胜药业不
断挖掘开发苗族医药产品，研发复方
胃痛胶囊、九味痔疮胶囊等 9 个国药
准字产品。2016年，该公司完成退城
进园搬迁，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在打
造苗药种植示范基地的同时，将产品
拓宽到营养、养生、护肤等领域踏上
工业旅游的新路，实现一二三产业环
环相扣、齐头并进。

“搬迁完成后，我们逐步扩大生产
规模，并结合工业旅游提高产品和企
业的知名度。”贵州万胜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说，企业将以药品研发生
产的传承和创新为主线，拓展销售思
路，力争在“十四五”实现新突破。

贵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专业化研
发与经营的集团公司，2018年作为新
材料产业领域企业招商引资落户红
花岗区。公司一期建成投产全自动
化生产线 8条，还将实施扩能建设，预
计三期全面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值约200亿元。

据介绍，该企业生产的锂电池正
极材料产品是市场售价高，主要为比
亚迪、LG、三星 SDI等企业供货，预计
2020年产值约 15亿元。

“我们的产品续航能力较长、密
度较高，生产出来的电池使用寿命时
间也相对较长，主要用于新能源电动
汽车和相关储能领域的工具制造，面
向电池制造商和一些整车制造商。”
贵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

除了贵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
司，红花岗区还集聚了贵州钢绳、遵
义钛业、天磁锰业、玉隆铝业这样一
批“专精特新”企业，获批国家新材料
产业化（坪桥）基地，培育规上新材料
企业7家。

近年来，红花岗区着力打造新能
源汽车、健康医药、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做大做强装备制
造、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建材等产业，形成“3+N”产业
格局。40家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国家技术转移东部
中心遵义分中心揭牌运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建设
稳步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复审有序开展，高新技
术企业共计申请专利 1600 余件。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
发展到 2020年的 43家，建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园、IT产
业园、盈田工谷，钛深加工园、药业园区五大产业园区。
2020年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569.08亿元，完成规模工业
增加值 127.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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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以后，随着酱香酒订单增加，航
空货运成为各酒企发货的重要渠道，遵义茅台
机场货运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期。

以前，甘光辉遇到急件只能去贵阳发货，
来回耽搁时间不说，遇到路况不好时，还影响
交货日期。随着遵义茅台机场通航线路越来越
多，甘光辉在家门口就能发货。“机场建起来，
发货越来越便捷。”

自 2017 年 10 月底通航以来，遵义茅台机
场为中国酒都仁怀市酱香白酒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开辟了快捷空中通道，为赤水河流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架 起 了 “ 空 中 桥 梁 ”。 2020
年，该机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
提升服务效率，货邮吞吐量达 971 吨。机场
货运主管王天浩介绍，2020 年入冬以来机场
货运每日货邮吞吐量约为 6 吨，其中 90%都

是酒类产品。目前机场已与 6 家物流公司达
成合作。

遵义茅台机场在推动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周边群众的出行方式。
目前，遵义茅台机场已经辐射到仁怀、习水、
赤水、桐梓、播州以及四川古蔺、合江等地，
辐射人口 320 余万，成为赤水河流域的区域性
中心机场。“十三五”期间，遵义茅台机场累计

开通航线39条，通达城市42个，实现旅客吞吐
量 420.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283.9吨，航班起
降4.68万架次。

在“十四五”期间，遵义茅台机场将启
动空港经济区规划建设工作，推动“航空+
酒+旅游”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遵义茅台机场
带动效应，努力把临空经济打造为仁怀新的
经济增长极。

“十三五”期间，实现旅客吞吐量420.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283.9吨

遵义茅台机场：“空中走廊”助推经济腾飞
通讯员 张李军 肖月星 张莉莉

近年来，遵义市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一长两短
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生产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优势产地+原产地加工+观光农业”转变。建
成现代农业园区 200多个，实现产值 280多亿元，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不断壮大，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52.7%。

遵义市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文/图 通讯员 胡志刚

本报讯 （通讯员 黄远）新蒲新区以银
行入驻为引领，全力推进金融集聚区建设。
截至目前，长征村镇银行总部、遵义金控集
团、中审会计师事务所等 20 多家大型机构
已陆续入驻金融商务中心，民生银行遵义分
行、贵阳银行遵义分行、邮储银行遵义分
行、遵义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公司也将陆续进驻。

2020 年，新蒲新区充分用好 CBD 资源
资产优势，通过 500亩以上坝区和辣椒全产
业链向省基金办申请绿产基金 2.18亿元，获
批落地绿产基金 8700 万元；积极组织农
业、发改等部门，精确梳理企业融资需求信
息，分类别、分产业、分重点定向推送给市
金融办转送辖内各相关银行，推动银行采取
项目化、清单化方式做好金融服务工作，截
至目前，已推送融资需求项目 166个，资金
需求291.98亿元。

新蒲新区将继续加快完善金融集聚区内
水、电、路、讯等辅助办公设施，完善配套
商业、住宅、酒店、会展、娱乐休闲等功能
设施，为新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环
境和物化载体。

新蒲新区

全力建设金融集聚区

本报讯 （通讯员 田超）务川自治县在
各村 （社区）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推动村
（社区）“两委”干部到合作社任职，推动全
县农业产业发展。

该县坚持村党组织对合作社的领导，通
过合作社主导、龙头企业带动等模式，采取

“合作社+农户”“合作社+企业+农户”等组
织方式，按照“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贡献分
红”利益联结群众，确保群众稳定增收。

2020 年底，务川自治县实现 123 个村
（社区）“村社合一”全覆盖，依托花椒、烤
烟等主导产业和食用菌、蔬菜等特色优势产
业。目前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达 3.2 亿
元，经营性收入5000多万元。

务川自治县

实现“村社合一”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李杰）道真自治县上玉
工业园区采取“党支部+企管委+企业”的模
式服务企业，大力推行“一窗全能”办公、

“一条龙”服务，完善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让企业招得来、留得住、舒心发展。

贵州顺创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亮介
绍，正是看中了道真自治县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他和许多重庆客商才愿意来道真自治县
建厂发展。近五年来，已有 16 家重庆企业
入驻道真自治县上玉工业园区。今年，上玉
工业园区将重点围绕精准施策做好产业项目
引进的“后半篇文章”，抓好为企业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协调解决园区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的问题和困难，切实提升服务效能，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打造营商环境

“新高地”。

道真上玉工业园区

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16家重庆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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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渡镇村
民在蔬菜基地务
工。

→泗渡镇村
民 管 护 大 棚 蔬
菜。

隆冬时节，汇川区娄山关旁的柏杨村村民
却没闲着，忙着采收林下天麻。

柏杨村从 2017年开始种植天麻，随着产量
不断增加，该村引进企业，开展天麻种植、加
工，按照“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
方式，推动林下天麻产业发展。2020年冬季至

今，该村已采收鲜天麻超过 10万斤，产值超过
300万元。“自林下天麻采收以来，村民们已累
计从遵义市汇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领到工钱 60
余万元。”柏杨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肖碧仙说。

柏杨村种植林下天麻助农增收，是汇川区
“呵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结出的硕果。

近五年来，汇川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呵护生态，全面推行河长制，大力开展“治污
治水·洁净家园”五年攻坚行动，建成城区污
水处理厂 3 座、集镇污水处理厂 10 座，城镇污
水处理率达98.5%，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重拳整治中桥水库水源地环境，关停饮

用水源保护区内企业 13家，持续推进 24个历史
遗留矿山复垦复绿和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
理。深入开展环保“利剑”行动，立案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128起，行政拘留 6人。扎实推进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
改，限期整改率 100%，环保投诉案件办结率
100%。有力推进节能减排降碳，空气优良率达
99.4%。完成营造林 11.72 万亩，退耕还林 3.1 万
亩，中心城区绿化率达 36.3%，森林覆盖率达
58%，2017 年被环保部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称号。

汇川区：护得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通讯员 王明学

泗渡镇村民在搬运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