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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7月，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与宏科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签约了总投资约 8.5亿元的义龙新
区高端电池材料循环产业园项目。该项目分两
期建设，建成投产后年纳税不低于3000万元。

宏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是生产电池正极材
料原材料、正极材料并进行回收的企业，发展
前景良好。“义龙新区聚焦新材料产业园区发展
目标，抢抓新国发2号文件政策机遇，依托资源
优势和能源优势，引进高端电池材料循环产业
园项目，并将秉承‘贵人服务’理念，全力以
赴助推企业早日建成投产。”义龙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吕祥说。

义龙新区按照“产业高端、布局集中”的
原则，致力于将新材料产业园区打造为具有自

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省级新材料产业基地。目
前，园区已入驻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公
司、贵州扬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固鑫
新材料有限公司、贵州羚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致远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如今又喜添
新项目，助力新材料产业发展。

“我们企业从去年6月开始正常生产，截至今
年1月，已经创造工业产值3亿元，预计2022年创造
工业产值6亿元以上。我们选择在义龙新区落户，一
是因为营商环境好，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二是因
为地方电网供电，电价成本可以降低很多。”贵州固
鑫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南华说。

“十三五”以来，黔西南州抢抓兴义地方电
力获国家首批地方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契机，创

造性提出“大电网+大产业”发展战略，以
“电”作为全州工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中电
普安电厂、贞丰自备电厂、元豪自备电厂等电
源点相继建成发电，220千伏地方电网已覆盖兴
义、兴仁、安龙、贞丰、普安、晴隆、义龙四
县二市一区所有工业园区，深入推进“煤电网
产”深度融合发展，形成“大煤保大电、大电
撑强网、强网推产业”的发展格局，工业增加
值 从 2015 年 的 223.92 亿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385.62亿元，增长72.2%。

2021年，全州工业用电直供交易累计为企业
节约用电成本 11.28亿元。随着羚光新材料、稀美
资源新材料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黔西南州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5%，排全省第三位。

在兴仁市，围绕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
公司仅 1平方公里范围内，铝产业就实现了由电
解铝原材料、铝制中间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 3
次就地转化。该公司总经理陈松介绍，预计 50
万吨/年铝液项目全部达产运行后，全产业链创
造产值可达200亿元以上。

如今，现代能源产业链不断延伸，基础材
料产业集聚效应逐步形成，铝产业“无中生
有”，制造业取得重大突破，地方电网与南方电
网“两网”融合破题成功，二产“接一连三”
与农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特色轻工呈现
多个“独具特色”，2021年，黔西南州新型工业
化综合评价指数在全省排第三位。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新型工业化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酒、烟、煤、电等
传统优势产业要率先提质转型，磷、铝、锰等
资源型产业要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加
快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
等，奋力推进工业大突破。

黔西南州积极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深入实施工业强州战略，围绕“煤电网
产”一体化，全力推进“大电网+大产业”，基
本形成大电强产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兴义“大
电强产中心”、兴仁“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义
龙“生态载能产业集聚区”，加快壮大以兴仁登
高为引领的煤电铝、以贵州振华为龙头的新材
料等产业集群，做长铝制品、锂电池等产业
链，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大电网+大产业”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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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仁市巴铃重工区，贵州路兴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兴碳素） 规划建设年产 60万吨预焙阳极碳
素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正
开足马力作业，数百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

阳极碳素是生产电解铝的核心材料，是电解铝一
体化项目全产业链的上游产业。“抓项目推进同时大
力抓生产，今年上半年，西南地区对阳极碳素的需求
比较大，产销两旺，公司共完成产量 18 万吨、产值
10.8 亿元。”路兴碳素项目总负责人史志立介绍，该项
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将实现产值 20亿元以上。两期年产
能 30 万吨建设分 4 个系列，一期工程去年底全线投
产。目前，二期第一系列 15 万吨项目正在紧张有序施
工中。

经过煅烧、质检等生产工序，一块块阳极碳素顺利
出厂进入下游企业，在贵州兴仁登高铝业新材料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登高铝业） 电解铝车间，有了阳极碳素的
保障，上百台电解槽满负荷运行，每天可生产电解铝液
700吨，产值 1400万元。公司生产的铝液一部分通过铝
液运输抬包车运输到下游企业，一部分运到普铝生产车
间加工成铝锭、母线等产品。

“目前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每月均超额完成当
月的生产任务，我们上半年已经生产了 14.21 万吨铝
液，实现销售额25.57亿元。”登高铝业生产负责人宋挺
书告诉记者，公司“十四五”期间项目总体规划建设年
产 100万吨铝制品加工，目前规划建设年产50万吨铝液
生产线及铝精深加工，项目总投资约 35亿元。2021年
生产电解铝液 24.91 万吨，产值 40.86 亿元，销售金额
39.96亿元。

铝液就近运输到贵州骅骏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行政副总经理毛安继介绍，仅通过直接采购铝液加工
产品一项，该公司每生产 1吨铝产品可节约 800元以上
成本，每年可节约成本约4000万元。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克服困难完成 1.73 万吨的
产量，产值达到 3.5亿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对构建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具体
要求，我们将抢抓机遇，发挥产业优势，创造更大经济
产值，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毛安继说。

兴仁市以电解铝项目为产业支撑，上游带动地方电
网用电负荷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下游通过铝液直供带
动轻量化交通装备及铝合金新材料精深加工，推动产业
协作，延链补链强链打造产业集群，引领铝产业向高尖
端、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延伸，初步形成了“以煤带
电、以电强网、以网促铝、以铝带电、以电促煤”的循
环经济发展模式。

2022年 1月至 6月，兴仁经济开发区入驻企业 80多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47 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80.12 亿元，完成税收 1.81 亿元，直接解决就业 6000 多
人，间接带动就业3000多人。

聚力优势聚力优势
补链强链补链强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段源兴

盛夏时节，许多地方已经热浪滚滚，兴义市万
峰林景区再次成为避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期盼已久的万峰林，我们又来了。”时隔半
年，来自深圳的游客倪女士再次站在观峰大道上眺
望这片旖旎秀美的天地，“自从知道黔西南州这个地
方后，不知不觉对这里的风光产生了好奇。第一次
和朋友到万峰林旅游，发现这里青山绿水、东西好
吃，是个养眼、养肺、养心的好地方，回去后一直
念念不忘，所以现在又带上家人来一睹这里生态旅
游的魅力。”

走进万峰林下纳灰村，越往里走，越发清静深
幽，山也更加耸峙苍翠，星罗棋布的民宿则有着各
自的特色，点缀在山水田园之间。过去，下纳灰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与传统农作，
如今依托当地独特的气候和旅游资源，村民自主经
营各类客栈、农家乐、美食小店、车辆租赁等，在
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到了饭点，下纳灰村的“王保长蛋炒饭”餐馆
内坐满了游客，蛋炒饭、小酥肉、泡萝卜、凉粉，
一碗接着一碗，八九样菜品上完，老板终于可以歇
口气：“现在来万峰林的人是越来越多，旅游旺季每
天能赚3000多元。”

2019年底，万峰林街道正式被国家生态环境部
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
AAAA级景区”等称号的万峰林知名度不断攀升。

从资源饭到旅游饭，如今，万峰林已是热门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并紧跟需求趋势，不断开发整合
星空露营、民俗体验、骑行徒步、休闲康养、拓展
研学等各类旅游新产品，汇集民宿游、亲子游、景
观花海、农田认养、采摘娱乐、艺术节等丰富多样
的文旅体验，把特色资源和产品相对接，以此吸引
更多的游客。据悉，万峰林辖区现有乡村民宿 200
多家，特色精品民宿平常入住率都在85%左右。

“十三五”以来，黔西南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探索“两山”理念转化新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协同并进，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动旅游产
品提质，建设旅游目的地城市和高品质旅游景区、
度假区，接下来，万峰林景区将不断提升旅游品
质，丰富旅游体验，让流量变“留量”，让“网红
地”变“长红地”。

丰富体验丰富体验
留住游客留住游客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雯

“各位旅客请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就要出
发了。”7 月 27 日上午 9 点，兴义市客运西站驾
驶员麻筑华开启了新一天的客运服务工作，在兴
义至贵阳的客运线上，麻筑华已行驶了 13年。

今年 50岁的麻筑华，人生里有 32年都在和
道路、车辆打交道，运过木料、拉过煤炭，到现
在跑客运，黔西南这一方水土，他比常人留有更
多足迹，对于黔西南州交通发展的巨大变化，他
也有更深的感触。

“现在我们从兴义到贵阳，四五个小时就到
了，全程高速很方便。小时候，想要从兴义去贵
阳得花上 1天多的时间；从我的家乡晴隆县普晴
林场去一趟晴隆县城都是好麻烦的事，没有好的
路，也没有客运车，坐拖拉机进城，一路伴着漫
天飞尘。”麻筑华说，现在交通方便多了，从普
晴林场去晴隆县城 20公里全程高速，自驾车 20
分钟，票价3元的城乡公交也只需30分钟。

黔西南州的交通变化不只在麻筑华的家乡晴
隆。“十三五”期间，黔西南州建成城乡便民码
头 15 座、乡镇渡口 61道；建成“组组通”硬化
路 2831 公里；实现建制村通畅率、通客运率

“双百”目标，打造“四好农村路”示范项目
680公里，兴义市成功创建为省级示范县。

截至 2021 年底，黔西南州公路通车总里程
已达到 2.26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 616 公里），
水路通航里程 1017 公里 （其中高等级四级航道
361.79 公里），铁路通车里程 244.96 公里，兴义
万峰林机场旅客吞吐量已连续 4年跻身国内百万
级机场行列，运输管道建成 118公里。黔西南州

“五位一体”综合立体交通格局更趋成熟，黔西
南步入人畅其行、货畅其流的“快行时代”。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近年来，黔西南
州大力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力推进以高
速公路为重点、干支路网有效衔接、打造品质工
程的交通项目建设，启动实施高速公路建设三年
会战、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两年攻坚和“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小康路行动计划，大力优化路网
结构和水运建设，以“村村通”“组组通”建设
为重点，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品质工程”示范创
建，全州城乡交通运输条件进一步改善。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交通建设与推进
“四化”有机结合，深入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构建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式联运、无缝
衔接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黔西南州将推进
交通、能源、大数据、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合作，
让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人畅其行人畅其行
货畅其流货畅其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诗雨

7月 25日，位于兴义市黄草街道的湖南街启动改
造，改造完成后将有效缓解兴义老城区交通拥堵问
题，提升新老城区日均约 7万余人的通勤体验。这是
黔西南州以改兴城，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又一项
举措。

“我州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有
序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大力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和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以
改兴城、以改促产，补齐设施短板，着力提升居住品
质，奋力实现城镇品质大提升。”黔西南州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莹介绍。

在2019年至 2021年共实施 130个 8920户老旧小区
改造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黔西南州 187个 8786户
老旧小区改造全部开工，在统筹好今年正在实施的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完工的同时，该州继续谋划好
2023年至2025年计划实施 13644户的任务。

“现在一走进小区就是新面貌，亮堂整洁，大家
心情都不一样了。”兴义市东湖街道桃园小区住户朱
达昌告诉记者，现在小区好看又好住，生活质量得到
很大提升。

棚户区改造方面，黔西南州今年上半年完成2799
户改造，正全面推进 2021年新增棚改 2268 户、2022
年新增棚改 500 户建设，并抓好 2023 年至 2025 年新
增棚改9000余户的申报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背街小巷改造，在今年实施
464 条 （含晴隆县新增 3 条）、上半年全部开工的基
础上，统筹谋划布局好 2023 年计划改造的 528 条背
街小巷改造任务；积极推动城镇管网改造，全面排查
燃气、污水、供水、雨水管网“病害”，针对问题实施管
网建设改造，开展电力、通信和广播电视等线网专项
排查治理，实施维修和升级改造，统筹城镇发展与
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网覆盖范围和供应保障能
力。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提升城镇居住品
质、基础设施品质、基本公共服务品质和生态环境品
质，黔西南州将继续以城镇“四改”为主抓手，深入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大城市更新规划、改造建设、
保护传承、服务治理力度，建设宜居、韧性、创新、
智慧、绿色、人文城市。

城市更新城市更新
宜居宜业宜居宜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匡奇燃

1.记者宋洁在义龙新区元豪电厂。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宋洁 摄

2.记者杨诗雨在兴义客运西站感受交通发展带来的便利。
通讯员 刘昕眉 摄

3.连接册亨和望谟的岩架大桥。 (望谟县史志办供图)
4.记者杨雯 （左） 与游客倪女士 （右） 在万峰林下纳灰村。

通讯员 倪玉洁 摄
5.记者匡奇燃在兴义市湿地公园感受“岸绿、水清、景美”。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匡奇燃 摄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层在基
我与奋进的贵州合个影 黔西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