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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辽阔、资源富集的西部
地区，正走向越来越开放的前沿。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围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10 月 14 日，党的二十大代表、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书记徐耀在接受宁夏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吴忠市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扛起政治责任、把握大势大局，
奋力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吴忠，融入新格局展
现新作为。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期
间，首站到吴忠，访农户、进社区、察民

生，满怀殷切希望，寄予深情嘱托，赋予宁
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时代使命。

吴忠市具有黄河穿境而过的先天条件，
位于宁夏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交汇地带，是
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奶牛养殖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吴忠市经济社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63亿元，是2012年 2.5倍；18.9万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1%、10.9%。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是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部署安排。徐耀表
示，在这一重大机遇下，吴忠市将加强创新
开放合作，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必须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
系。徐耀介绍，吴忠市立足油气风光电等资
源丰富的实际，大力建设宁夏新能源保障基
地，加快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集群。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必须坚
定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
进绿色发展。作为宁夏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吴忠市优良天数比例连续 6年稳定

在 80% 以
上，黄河吴忠段水
质稳定在地表水Ⅱ类。“把绿
色作为吴忠最厚实、最靓丽的底色。”
徐耀介绍，近年来，吴忠市以争当先行区建
设排头兵为统揽，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做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文
章，为蹚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之路腾出了空间。

当前，吴忠市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
期，徐耀表示，服务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
国家战略，吴忠市将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下，始终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
宁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书记徐耀

把绿色作为最厚实最靓丽的底色
宁夏日报记者 毛雪皎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贵桂川滇藏陕青宁新 9省 （自治区） 部分党的二十大代表共话“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二）

“她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我们村妇女
的带头人！”

“巡边路上，她是我们的向导！”
…………
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

乡南伊村，提起亚夏，村民无不点头称赞。亚
夏是党的二十大代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
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纪检委员、妇联主
席。多年来，她始终扎根祖国边陲一线，坚守
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带领珞巴人民兴边
致富、守家卫国。这是“我为祖国守边疆，边

疆人民心向党”的初心映照，谱写出平凡而伟
大的新时代珞巴赞歌。

“我要尽自己能力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让
大家生活得更好。”1983年出生的亚夏一直生活
在南伊村，200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性
格开朗、为人和善，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总
是热心帮忙，大家都亲切称呼她“亚夏大姐”。

2009年，村子附近的南伊沟景区正式开
放。借这股“东风”，亚夏主动“出招”，在上
级党委、政府的帮扶下，和村里在家的妇女一
起在景区设立4个民族特色产品售卖摊，如今平

均每年增收超过10万元。
“国家政策好，就更要努力奋斗。依靠国家

扶持不是真的富裕，靠自己双手勤劳致富，才
是真的致富。”为让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
彻底摆脱贫困，亚夏积极探索“旅游+基地”生
产经营模式，带领全村妇女种植温室草莓。现
在，南伊村温室大棚种植草莓4000株，每年为
每户增收2000余元。在促进群众增收的同时，
有效破解了村妇女组织力量薄弱的问题。在她
的带领下，去年村里又新建49个灵芝菌大棚并
喜迎丰收，收益56.8万元，户均增收9400元。

“这几年，珞巴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这些喜人的成果，都得益于党中央对边疆
民族地区的特殊关怀。”亚夏说。

“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土固边、保护生态，把
自己的房屋、牛羊当成坐标，守好脚下这方国
土。”眼下，亚夏思考最多的，是肩上强边固边
的责任，“边境上无小事，件件是大事！”

亚夏在巡边放牧路上已义务坚守了 25
年。小时候没有路，跟着村里的老人，用
刀劈出一条又一条；长大了，挖虫草的路
走多了便成了巡逻路。遇上暴雪，寻宿山
洞，垫着枯草避寒；绕不过激流，周身绑
一圈塑料水瓶，强渡……她每到一个山
顶，都要用石头拼出醒目的“中国”二字。

以亚夏为代表的珞巴族人民像一朵朵
格桑花坚韧不拔扎根祖国西南边陲，筑起
边境上的“移动界碑”，让党的旗帜始终在
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纪检委员、妇联主席亚夏

扎根边陲一线 固边兴边富民
西藏日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
指出，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啊，中国
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
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
的交通勾画得更美。这段话为我们西部地区
交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打开了新局面。”

今年42岁的韩石是党的二十大代表，青海
省交通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2002年大学毕业后，这个撒拉族年轻人投身青
海交通建设，先后参与了平阿高速公路、拉脊
山隧道、德香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见证了青海交通发展最为迅速的20年。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青海进入
发展快车道。就拿我最熟悉的交通领域来
说，这20年，青海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从‘十
五’的 200亿元到‘十三五’的 1649亿元，

公路里程从不到2万公里突破8.5万公里，高
速公路完成从‘零’到‘千’的跨越，达到
4101公里。”

去年底，青海省公路总里程达8.62万公
里，实现了所有市州和30个县级行政区通高
速，100%的县级行政区通二级及以上公路，
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 100%通硬化
路。尤其是在农村公路方面，累计完成投资
231亿元，新改建5.5万公里，解决了36个乡
镇、2796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难题，总里程
从 2011 年的 5.06 万公里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6.44万公里。

一项项数据背后，是越来越多地方连接

进入织密的交通网络，成为大美青海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不仅是空间上的联
通，更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纽带。
一项项数据背后，是一条条不断延伸的致富
路、发展路、振兴路、幸福路。

群山之中、江河之上，偏远乡村、戈壁
荒漠，交出“品质、便捷、绿色、安全”交
通发展成绩单的青海，从未停下攻坚克难的
脚步。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启动，西北地区走上
持续、快速发展轨道。对于青海来说，交通
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留白，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交通运输路网框架
搭设还需进一步完善提升。”韩石表示，“十
四五”时期，青海将对标对表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要求，不断构筑高效的快速网、打造完
善的干线网、织密广泛的基础网，强化三张
网衔接有序，相互融通，推动青海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交通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石

画好青海交通高质量发展“工笔画”
青海日报记者 咸文静

农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产业是关键。
党的二十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党委书
记李文娟始终把促进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作
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她结合当地特色，整合当
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擦亮当
地乡村振兴底色。

布伦口乡地处帕米尔高
原，平均海拔3400米，被称为

“云端之乡”。2018年初到乡里

时，李文娟便走遍5个村，上了6次边境线，将
全乡的情况摸清摸透。

“那时，全乡大多数群众收入来源以放牧为
主，若要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进一步拓
宽增收渠道。”10月 11日，李文娟在接受采访时
说，大自然塑造了这里较为艰苦的生存环境，却
也赋予了神秘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
湖、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等风景奇观。

“以旅游产业为突破口，撬动乡村特色富民
产业发展，这条路子一定行得通。”这是那时李

文娟坚定的想法。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走访村民集纳意见，李

文娟提出“党支部+企业产业+合作社+群众”的发
展思路，打造1条精品旅游路线，发展1个主导畜
牧产业，建成5个示范点，创建“新疆帕米尔高原
牦牛肉”品牌产品。

乘着“旅游兴疆”战略的东风，乡里以一村一品
方式为5个村分别制定了发展方向，涵盖登山探险、
天文科普、山湖风光、民俗文化、民宿购物等多种文
旅要素，并鼓励支持村民参与到旅游新业态中。布
伦口乡“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圈逐渐形成。

2020年，布伦口乡在慕士塔格峰脚下的喀
拉库勒湖畔建设了观景广场，游览栈道、毡房

等，又吸引了一大批牧民前来摆摊售卖手工制
品，开设餐饮店。

苏巴什村牧民布麦热穆·图努克就在湖
边搭起了毡房，制作柯尔克孜族特色美食佳
肴招待疆内外游客。“李书记时常上门与我们
一起唠家常、谈未来，让大家看到了乡里发
展旅游业的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布麦热穆
说，“如今我们家放牧和旅游‘两手抓’，收
入有了保障。”

布麦热穆经常给附近村民讲他的旅游“发
家史”，引导更多群众投身乡村旅游，共享旅游
发展红利。眼下，苏巴什村有 180 余人搭上了
旅游“快车”。

高原之上，牦牛不仅是游客喜爱的“骑行”
体验，牦牛肉更是一道美食。“我们引进了牦牛
肉深加工企业，不断延展产业链，进一步促进
农牧民就业增收。”李文娟说，“将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与发展现代畜牧业有机结合起来，‘驮
起’高原畜牧经济指日可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党委书记李文娟

引导更多群众投身乡村旅游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 刘翔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
科技厅厅长孙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陕西
将充分发挥科技资源、杨凌农业科技、高
新区辐射带动、区位地理“四大优势”，全
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2021年 3月，陕西正式启动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建设，并努力打造成全省创新驱
动发展的总窗口、总平台和总引擎。“一年
多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在优化整合科
技资源、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方面取得

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效。”孙科说。
孙科介绍，近年来，陕西高标准建设、超

前谋划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包括2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6
个省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持续加大基础科学
和前沿技术研究投入。同时，借鉴发达地区先
进经验，全力支持西安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打
造成陕西及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和新的动力源。

为更好发挥高新区辐射带动作用，引
领产业高质量发展，陕西还印发 《关于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支持 7家国家高新区、18家省级高
新区突出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做大做
强特色主导产业集群。2021 年，陕西全省
高 新 区 注 册 企 业 19.66 万 家 ， 从 业 人 员
168.32 万人；实现生产总值 8221.88 亿元，
占该省 GDP 的 27.59%；出口总额 1964.44 亿
元，占该省出口总额的 76.55%。“高新区已

成为陕西省名副其实的经济高地、产业高
地和创新高地。”孙科说。

陕西地处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深度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实现高水
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正是重要机遇期。
孙科介绍，目前，陕西正积极参与科技部
发起的科技人文交流、联合实验室、科技
园区、技术转移四项行动，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
在省际科技合作交流方面，陕西已与

甘肃、内蒙古等省 （区） 科技管理部门签
署合作协议。“包括与贵州开展了电子信
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高效节能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2019 年以来累计向贵州输
出技术项目 682 项，技术合同交易额 47.32
亿元；贵州向陕西转移技术项目 59项，技
术交易合同额6.11亿元。”孙科介绍。

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孙科

发挥“四大优势”加强省际科技合作
陕西日报记者 母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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