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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车辆南来北往，立梁架柱昼夜奋战。
深秋，六盘水盘南产业园区，省级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西南首个超超临界火电项目——盘
江新光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火热建设。

该项目由盘江煤电集团所属企业投资，按
照煤电一体化方式建设，建成后采用超超临界
二次再热技术，按照超低排放标准，同步建设
烟气除尘、脱硫和脱硝装置，实现燃煤发电清
洁高效。

地企共建，“西南首个”这一创举承继着
“江南煤都”近 60 年保障能源安全的光辉印
记，铭刻着六盘水与盘江煤电集团巩固煤电优
势产业的如磐意志，成为再启非凡十年又一

“开山之作”。
“工业是深植六盘水历史的基因，是六盘水

区域经济的最大特色。”从历史走向未来，因煤
而兴、因工而立的六盘水，一方山水的起落沉

浮始终与能源命运与共，工业兴衰关乎发展全
局。

这是一组发掘于故纸堆中的数据：2013
年，六盘水工业增加值约450亿元，占GDP总
量的“半壁江山”，但火电就地转化率为
26.8%，煤炭深加工就地转化率仅为0.07%。

把数字解码，现实矛盾即浮出水面：一方
面资源经济规模不断扩张，一方面资源转化率
却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产业结构单一、发展粗
放、就地转化率低、新兴产业少等困局亟待破
解。

这十年，六盘水致力突破“重工业太重，
轻工业太轻”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循环经济发
展迈开坚实步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志比
金坚，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勇毅笃行。

看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生机勃发。
累计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2143万吨/年；全

省第一个煤矿智能化辅助系统、西南地区第
一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亮相六盘水，正常生
产矿井实现“两化”改造全覆盖；水钢集团
在全省第一家将机器人用于钢铁生产；火电
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全部完成……

观新兴产业，“新树扎深根”蔚然成势。
省内链条最完整的铝及铝加工产业集群

诞生于此；全国规模最大的 1.5万吨/年的玄武
岩连续纤维产能形成；第一家制氢工厂、加
氢站、氢能公交车、运氢管束车全省率先落
地；建成全球同行业中装备水平最先进、资
源利用率最高的硫酸锰生产线……

以更大的景深回看，曾担当贵州工业化先
驱的六盘水，十年工业答卷气壮山河：每年
为贵州贡献一半的煤炭产量、近三分之
一的火力发电量和超过一半的钢产
量，“江南煤都”再绽芳华。

■ 破茧后新生：“江南煤都”时代新荣光

体察国情与世情，跋涉历史和田野，著名
学者费孝通曾在其著作 《乡土中国》 中写道：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观照当
下，为种地谋生的人们谋幸福，才懂得丰收的
珍贵。

于苍茫乌蒙拨开历史烟云，农之一字，曾
经黯淡。从“三线”火红年代走来，工业光芒
耀眼，对于农业，不少六盘水人自叹于“先天
条件”掣肘重重，“瘦土生金”是民之切盼、城
之忧戚。

从“贵州屋脊”的菌花绽放到淤泥河畔的
醇酒悠长，从俯身躬耕的面朝黄土到驭机农事
的仰望蓝天，十年厚重画册的开合之间，一座
城以工立身，却将“三农”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的赤诚初心跃然眼前。

早春，大山脊梁处，春风雨露滋养新生鲜
叶，水城区南部园区白族小镇早春茶抢“鲜”
开采，筐采盈盈、杀青晾晒、塑叶成形造就杯
盏里的浮沉，“喝着喝着，春天就来了”奏响春
之序曲；

盛夏，大山肩膀上，“六盘水市十佳种植

能手”晏廷银为乡邻传授猕猴桃管护技巧，
一个个猕猴桃，相继穿上桔色“衣裳”，静待
脱去“外衣”，演绎“一颗红心走天下”的风
景独好；

金秋，大山臂弯里，初好农业筹集上亿资
金，开出3元保底收购价，奔赴山乡原野，不
舍昼夜把刺梨果农一年辛勤兑换成揣进兜的

“热钱”，质检、上秤、装车，笑容里有苦辣酸
甜的幸福滋味；

…………
求索十年，凝望十年，六盘水坚持于不可

为处有为、变荒山荒坡为千顷良田，坚持有舍
才有得、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坚持以
规模抢市场、以市场定规模，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其道大光。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握”，规模质效并
驾齐驱——

六盘水以“两园一田”建设为引领，建成
万亩以上产业基地 15个，发展以“凉都三宝”
为重点的特色农业近400万亩，刺梨种植和加
工规模全国最大，红心猕猴桃种植规模全省最

大，打造年加工万吨猕猴桃
精深加工中心和贵州最先进
的分级包装生产线。

告别“萝卜青菜，装筐
就卖”，农特产品俏销市场
——

31个农产品被认证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农产品
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6个农产品获批“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认证；凉都“弥你红”红心猕
猴桃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斩获金奖，凉都
刺梨原汁搭上中欧班列，抢滩登陆新蓝海。

锻造“联农桥梁，联产纽带”，农民增收共
赴美好——

“三变”改革 9次写入中央文件，全市有
55.8万户农户成为股东，受益农民 185.4万人，
依托此创举成功获批创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
区。水城农业现代产业园全省率先创成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国家农业龙头企业 2
家、国家级示范社23个。

■ 土地上变革：“贵州屋脊”自信新表达

因煤而兴、因工而立，并不意味着旅游资
源的匮乏。

8月28日，六盘水市旅游推介暨2022年中
国凉都·六盘水消夏文化避暑旅游季在六枝特
区拉开帷幕。活动现场，5条精品线路面向社会
发布，“滑雪+温泉”旅游优惠政策新鲜出炉。

拉长时间轴来看，2004年3月，六盘水决
定打造“凉都”城市品牌，4个月后，首届凉
都·六盘水消夏文化节开幕。自此，年年赓续
绵延，19年如约盛夏，“中国凉都”声名远播。

以节兴旅，借“赛”出山，从蹒跚起跑到
步伐矫健，数据中看见步伐转换：这十年，六
盘水市接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分别增长 16.3
倍和 21.9 倍，成为贵州旅游产业的一匹“黑
马”。

从地下挖煤“掘金”到地上文旅“开花”，
这十年，六盘水与“山地公园省”打造同频共
振，致力用好气候“凉资源”，深耕旅游“热经
济”。其间，有基于旅游市场规律“取他山之

石”的借鉴转化，更有立足自身所长“以工业
思维发展旅游”的创新探索。

擦亮名片，丰富形态，塑造品牌与品类的
互融共促——

立足“中国凉都”城市品牌，六盘水打造
“春赏花、夏避暑、秋品果、冬滑雪”的四季风
情，3大滑雪场、6个温泉宾客如云，“南国冰
雪城、冰与火的恋歌”成为凉都的又一张烫金
名片。

把游客留下来，让“走马观花”变“下马
看花”，中国凉都夏季国际马拉松赛、牂牁江滑
翔伞公开赛、野玉海越野汽车拉力赛、攀岩赛
等一系列赛事相继举办，山地成为运动胜地、
康养乐园。

做强景区，做优服务，成就齿轮与轴承的
环环相嵌——

赏峡谷幽深、看草原佛光、品“三线”文
化、享乡村野趣……过去十年，六盘水市国家
A级旅游景区从 1个增加到47个，其中新增国

家4A级旅游景区13个，盘州市成功创建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沪昆高铁境内段、安六高铁建成通车，世
界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运营，旅游巴士日渐规
范，“快进慢游”的“大动脉”“毛细血管”日
益畅通，同时，旅游线路推陈出新、旅游设施
日臻完善。

产业跨界，内涵叠加，催生集群与矩阵的
整合重塑——

工业耦合旅游，六盘水重回城市发轫原
点，打造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六枝记忆·三
线建设产业园、盘州三线文化主题园等，把铁
与火的辉煌印记转化成展现凉都城市文化精神
的旅游地标。

农业联动旅游，一边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一边蓄力打造田园综合体、文旅型村居使
之成为都市眷侣的乡愁归属，而今，凉都乡村
正迎来越来越多山外来客，“凉都三宝”成为旅
游伴手礼。

■ 清凉间邂逅：“中国凉都”闪亮新名片

雾断云续，绝壁峭崖，“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红色
桥身在缭绕变幻的云雾中时隐时现，光华夺目。似一首烙刻在磅礴
乌蒙的大地颂歌，又如一道高悬云端的当空彩练。

2016年北盘江大桥通车。自此，云端高桥肩负起连接滇黔两
省、贯通西南地区交通干线之使命。

而今，高桥之上，小轿重卡飞奔疾驰，通商易货广陌通衢；
高桥之下，六盘水叩开山门向蔚蓝，苦心孤诣筹谋“越壑”良策，
用好用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桥和船”，幸福六盘水大道如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六盘水市坚持以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突
破式发展，矢志不渝奔跑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
征程上，演绎出跨越式蝶变的凉都发展传奇。

十年诚非凡，这是人民的幸福城市——
从创新探索“三变”改革到获批创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从山地特色农业风生水起到工业经济筋
强骨壮、旅游品牌遐迩闻名，十年厚积薄发，六盘水用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丰富幸福生活的成色，走出了一条成
长型资源城市的转型发展之路，地区生产总值
迈入千亿元大关，实现2倍增长。

山河正青春，这是幸福的人民城市——
徜徉在纵横阡陌，抬眼望高楼林立，俯首见绿意

成诗。十年踔厉奋发，六盘水把群众的“幸福指数”作为
衡量为人民服务实效的新标尺，提前一年整体摆脱绝对贫
困；全国文明城市花开凉都；获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一张张因产兴业旺、乐业安居、政惠人和绽放的灿烂笑
脸，成为幸福最生动的定义。

转巨石于万仞、驭轻舟于万重，在新征程中赶考交卷。
六盘水市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抢
抓国发 〔2022〕 2 号文件重大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围绕“四
新”主攻“四化”主战略，一门心思抓高质量发展，奋力谱
写幸福六盘水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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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六盘
水，城市发展日新
月异。

（六盘水市委
宣传部供图）

浪漫冬日里浪漫冬日里，，玉舍滑雪场游人如织玉舍滑雪场游人如织。。
（（六盘水市委宣传部供图六盘水市委宣传部供图））

跨越发展的梦想，奋进时代的江河，在钢
锹和铁锤的辉映中，一座“三线名城”六盘
水，从荒坡野岭中苏醒，因拓荒者的执著和艰

辛的耕耘，孕育出奋勇勃发的撼山力量。
资源、企业、城市，于六盘水而言，

是城市崛起次第渐生的底层逻辑，走出
一条“三地同城、城乡融合、产城互
动、生态宜居”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则是标注未来的幸福坐标。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壮阔波
澜，艰辛过去了，留下的是难
忘的坚韧与壮烈；青春远走

了，因三线建设拔地而起的砖瓦
楼房、工矿小区还在岁月风霜的打

磨中静默见证城与人的变迁。
拓展城市发展的版图，过去十

年，六盘水两个“三地同城化”步伐加
快，盘州撤县设市，水城撤县设区，六盘

水高新区挂牌成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9.2个百分点，培育出9个全国重点镇。

直面成长烦恼，承受转型阵痛，这十年，
六盘水奋力提升城镇品质，累计改造棚户区
25.2万户、老旧小区3.8万户；城市集中供热面
积达331万平方米，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
覆盖。

水城区老鹰山街道小河矿区生活区，翻新
维修的筒子楼稳固亮堂、集中统一的厨房干净
整洁，漫步道、陈列室、小广场等墙绘三线建
设历史，此般焕新，成就“修旧如旧”的住有
所安。

城市，让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
往。

钟山区月照社区独山村，十里绝壁以北，
从河谷出发，向上一路斗折蛇行，越过28道连
续急转弯，曾与世隔绝的保华镇奢旮村浮于眼
前，承载兴奋与欢欣的这条路名唤木月环线。

曾几何时，一水中分峙两山，独山、奢旮
两村光景却可称云泥之别：当奢旮人还在埋头
地里刨食，独山人早已适应抬头看路，端上了
乡村旅游新“饭碗”，周末节假日游客纷至沓
来。

砸碎贫困的枷锁，迎来梦想的新生。脱
贫攻坚战打响后，全长 26.8 公里木月环线建
成通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的老人走出去

“看世界”，背井离乡的游子成为返乡创业的
儿郎……

路的故事，向来是史话文书里最牵绊人
心、荡气回肠的篇章，也是过去十年六盘水
破解城乡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相互交织难
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

路的战略之一。
28个百分点，这是六盘水乡镇通二级及

以上公路占比高于全省的指标；国家级“四
好农村路”示范市，这是六盘水 30户以上自
然村寨实现硬化路“组组通”后收获的新荣
光。

银龙飞自乌蒙山，这十年，六盘水沪昆高
铁境内段、安六高铁建成通车，盘兴高铁开工
建设，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铁”；天
堑通途筑峥嵘，建成盘兴、六威、六赫高
速公路，纳六晴等公路建设有序推进，

“三横一纵一环”高速公路主骨架全
面形成……

“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和雨
到心头。”当浩瀚历史淌过时光
之河，今天，徜徉在乌蒙山间
水畔，夜郎古国的文明余音
悠远回响，三线建设的薪
火接续传承，非凡十年
的浩荡长歌响遏行
云，秉“国之大
者”，怀赤子之
心，我们的征
途在星辰大
海。

■ 崛起中营造：“三线名城”幸福新坐标

水城经开区铝产业发展蒸蒸日上水城经开区铝产业发展蒸蒸日上。。 邓刚邓刚 摄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
有限公司山脚树矿智能综采
指挥室工作井然有序。

赵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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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开采。
（六盘水市

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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