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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 扩大开放融入成渝经济圈
李杰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最
北端，素有“黔蜀门屏”之称，与重庆
市南川区、武隆区、彭水自治县毗邻，
是黔中经济区连接成渝经济区的“结合
部”。近年来，该县依托区位优势，抢
抓机遇，拓展开放通道，优化开放环
境，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奋力打造黔
渝合作创新示范县。

近日，道真上玉工业园区的贵州顺
创电器有限公司，车间里一片忙碌景
象 ， 120 余 名 工 人 正 加 工 生 产 汽 车 线
束。顺创电器是重庆民康产业集团新建
立的汽车线束生产基地，专为长安机车

和东风汽车生产配套的汽车整套线束产
品。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根
本竞争力，把成渝企业引进来，必须确
保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上玉工业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刘航说。

近年来，道真投入资金 20亿元，建
成标准厂房 30万平方米，先后吸纳四季
常青、华实工业等 77家企业入驻，重庆
产业园区、巴渔食品工业园初具规模，
承载能力不断提升。

今年年初，道真上玉工业园区签约产
业发展项目10余个，总投资额1.5亿多元。

在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同
时，道真不断聚焦放大生态优势，扩大
农产品在成渝市场的占有率。

连日来，三桥镇桥塘社区蔬菜基地
一派繁忙景象，群众正在收割蔬菜，装
车后一小时就到重庆双福市场，再过一
小时，就会端上重庆客人的餐桌。

这一切得益于道真近年来大力推广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完
善利益联结，强化产销对接，以农产品
产销对接智慧服务中心为依托，推动

“黔货出山”。
该县坚持以“四新一高”为引领，紧

扣“菜县菇乡”“黔北药库”农业产业战略
定位，全面推行“坝长制”，以 500亩以上
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大力发展

“八大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在旅游产业方面，道真立足民族文

化资源和旅游基础，高起点、高标准、高
水平做好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到2025年，
道真将打造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景区景
点和旅游商品，形成武隆-道真-南川旅
游“金三角”环线。力争到 2025年建成国
家 5A 级景区 1个，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40个以上，实现年接待游客 2000万人次
以上，旅游综合收入达 150亿元以上。

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 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月 18 日，道真自治县上玉工业园
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走进贵州仡
山香蘑特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两条食
用菌深加工设备正在运转，十几名工人
在流水线前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这是 2021年 12 月招商引资进来的
企业，从前期设备安装到上线投产不到
半个月时间。”道真投资促进局负责人
说。

“要加紧生产，刚和丝路之鹰中非贸
易（珠海）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笔四千万的
订单，产品出口毛里求斯。”公司董事长
黄登拿着手里的合同说。

据了解，道真今年共计招商引资 3家
公司，已经建成投产 2家，其余正在有序
开展前期工作。

不管是建成投产，还是正在安装设
备，园区内各厂房正忙得热火朝天，这得
益于道真印发“十四五”规划时提出的主
攻“工业突破”，跳出遵义末位“经济洼
地”政策。

道真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
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工业

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进入顺创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机器轰鸣，数控机床正开足马力运转，生
产线上工人们手快速而有规律地操作，

生产线的屏幕上，当天的进度不停刷新。
“园区组织专班到各社区给我们公司招
工，解决了招工难问题，培训一周即可上
岗。”顺创电器负责人张光亮说。

促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培育
和引进一批农特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支
持现有骨干食品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着
力提高绿色食品知名度，全面打响“仡
山菇”“道真花椒”“仡山硒锶茶”等品
牌。

引进的贵州仡山香蘑特色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围绕绿色食品加工，
促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专门从事食
用菌深加工的绿色特色食品研发、生产
的综合型企业的公司。

积极招商引资，就得提升园区承载
能力，道真正积极争取设立省级经济开
发区。用好“雁归工程”产业孵化器，加强
规划管理服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园区
配套、服务能力同步提升。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园区党工委、管
委会将坚定不移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业
强县”战略部署，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十四五”期间道真将建成标准厂房
面积 80 万平方米以上，企业入驻率 95%
以上，引进外贸企业 10家以上，力争实现
50亿元级园区目标。

集中打造品牌 推动工业倍增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阳溪镇将特色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图为道真
自治县阳溪镇阳坝村产业基地。

国 家 3A 级 旅 游
景区 3 个、省市级旅
游重点村 4 个，游客
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
收入年均保持 30%以
上增速，第三产业增
加值 38.77 亿元、年
均 增 长 11.1% —— 这
一串串喜人的数字，
是道真自治县“十三
五”期间旅游产业发
展的真实数据。

过去五年，道真
成功承办第八届遵义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先后建成了中国傩城
文旅项目，成功创建
了一批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自驾游、乡
村游、农家乐逐渐成
为旅游热点，全县旅
游持续升温，人民群
众尽享旅游“红利”。
仅 2021 年 国 庆 假
期，道真全县就接待
游 客 23 万 余 人 次 ，
实现旅游收入 1.63亿
元。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道真
过去五年全力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理
念，大力实施“旅游+”战略，全
力打造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和康养旅
游体验胜地，唱响“世外桃源·生
态道真”旅游新品牌。

浪漫的春天，百花齐放，万物
争春，贵州高原处处春意浓浓。在
大磏镇石门天乡康养度假区，驴友
们背着行囊、带着装备，在山野里
穿越、前行。

“这次周末跟家人一起相约来
到石门天乡，环境优美、气候宜
人、民风淳朴，带着小孩到这里避
暑休闲，真的很舒服。”与家人一
起前来游玩的仁怀游客白坦波说，

“这里避暑安逸，白天于山中漫
步、林中探险、景色宜人，晚间可
以吹着清凉的山风，在漫天繁星中
进入梦乡。”

近年来，道真重点打造乡村旅
游研学、非遗、美食、民宿、文
创、康养等民宿品牌，把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为乡村旅游经济优势，乡
村旅游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后劲不
断增强。

下一步，道真将大力实施“文
化+”“旅游+”战略，全力打造民
族文化传承基地和康养旅游体验胜
地，唱响“世外桃源·生态道真”
旅游品牌。到 2025 年，力争建成
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 2个、国家 3A
级景区 14 个以上，实现年接待游
客 1200 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
入9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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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自治县隆兴镇浣溪村
将坝区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发展
食用菌产业、蔬菜产业等。

道真县城一角。 陈庆军 摄

神韵仡佬，养生道真。道真，素有“黔蜀门屏”之称，地处黔渝之交,曾是贫困的代名词。
如今，道真与日蜕变，化茧成蝶。是黔中经济区连接成渝经济区的“结合部”，是黔渝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山水仡乡，书写如诗画卷。神韵道真，开启“十四五”新征程。

17 个集中安置点，搬迁 3518 户 1.5 万
余人；有劳动力的搬迁群众就业率达
98%……这一串数据，记录了道真易地扶
贫搬迁取得的成绩，也道出了搬迁群众
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道真坚持以人为核心、产教
城一体、城乡融合，聚焦城市布局、城镇
管理、城市经济、功能配套等重点，大力
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全力打造产教城融
合创新基地。

在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门口，十几辆货车一字排开等待装货，走

进厂房，几十名工人熟练地操作现代化
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装车。

“这几车杏鲍菇是发往广州的，下一
批车发往武汉，订单量是越来越多。”贵
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和贵
说。

“离家近点好啊，可以照顾家里老人
小孩，闻着家乡的气息就连精气神也变
得更好了。”商韦胜对现在的温馨生活表
示满意。

曾经的商韦胜是一名在外打工的电
焊工人，常年为生计在不同的城市奔波，

只有过年才能和家人团圆，愧疚之情溢
于言表。

搬迁到县城居住后，他在相关部门帮
助下，来到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
班，通过努力成为车间组长。他说：“园区
上班和在外打工的工资相差不多，减少了
多余的支出，生活变得更稳定了。”

过去五年，道真大力实施城乡一体发
展战略，城镇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城镇开发
有序推进，商品住房建成面积224.3万平方
米，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17个，搬迁入
住3518户15305人，城镇化率达52.6%。

不仅是新建、扩建城市，道真还大力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入推进“三改”工
程，累计实施棚户区改造4463套、老旧小
区改造 11528 户、背街小巷改造 10 条，城
市市政路网、文化体育、公共配套等基础
设施持续完善。

如今的道真，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
点缀于秀山丽水间，未来，以尹珍街道和
玉溪、上坝城区为核心，道安、道武高速
公路为两线，大磏、旧城和洛龙为发展极
的新一代城市建设正在形成，一座生态
宜居新城如山水画卷般徐徐展开。

产教城一体化 创建美丽家园

道真自治县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推进
工程，因地制宜发展“八大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常年投放食用菌 1亿棒以上，
种植商品蔬菜 10万亩，稳步发展中药材
(花椒)、茶叶、烤烟、酒用高粱等经济
作物 35 万余亩，全面提升“四化”水
平，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阳春三月，走进旧城镇槐坪村羊肚

菌示范基地里，只见基地负责人郑小川
和他的家人正在采摘。看着一框框鲜嫩
的羊肚菌，他喜上眉梢。

“正值采摘期，持续采摘时间约 20
天。每天产量 150 斤至 200 斤，预计今
年产量 3000 斤，销售收入约 18 万元。”
郑小川介绍。

“我们以前自己种植传统作物，虽
然勤劳，但收获却不大。现在搬迁到安
置新区居住，只要勤劳，每天可收入

100元左右，收获的是真金白银。”正在
羊肚菌基地务工的群众高兴地说。

在河口镇三坝村蔬菜种植基地，目
之所及，全是包包菜。30多个村民分布
在田间地头，不停地劳作。宝慷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在这里种植蔬菜已有多年，
四季轮作之下，白菜、花菜等蔬菜按季
出园，每年可产蔬菜 300 多万斤，收入
90多万元。

“十三五”期末，道真实现农业总

产值 42.8 亿元，同比增长 6.7%，“菜县
菇乡”“黔北药库”名片更加靓丽。

如今，道真坚持“四新一高”要
求，紧扣“菜县菇乡”“黔北药库”农
业产业战略定位，做大做强“八大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常年投放食用菌 3亿棒
以上，种植中药材(花椒)30 万亩、酒用
高粱 10 万亩、商品蔬菜 20 万亩，巩固
茶园 10万亩、烤烟 10万担，实现畜牧渔
业产值20亿元。

强化农业提质 绘就振兴蓝图

菇农在菌棚采摘食用菌。

道真自治县大磏镇中国傩
城景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道真自治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