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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云南烟草发展模式，着力提高苹果、天麻、

花椒、核桃、竹子、马铃薯“6个百亿元”高原特色产

业组织化水平；

调整优化全市工业园区总体布局，加快推进滇

粤产业园建设步伐，70万吨水电铝一期工程竣工

投产，积极引进水电铝材下游产业，电力、烟草等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

“一部手机游云南”昭通板块上线运营，多家金

融保险机构进驻昭通……

2018年，面对经济总量不大、产业规模弱小、

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优

势等短板，以及绝对贫困人口多、发展不足不充

分、发展质量不高，营商环境不优、引资引智不够、

项目落地不力、发展活力不足、工业经济补短板求

突破还未迈出坚实有力步伐等问题，昭通在产业

突围中紧扣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

战略部署，三产联动，重点突破，产业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

初春，阳光明媚，放眼望去，“建
成昭阳 5万亩标准示范苹果园”标
语尤为醒目。

在昭阳区北闸、小龙洞、永丰等
相邻乡镇丘陵地带，长达10多公里
的耕地里，一台台挖掘机正在平整
土地，一辆辆耕地机来回穿梭。已经
收割完的玉米地里，勤劳的乌蒙山
人正忙着栽种苹果树，一排排用来
固定幼树的水泥柱横看成片侧看成
行，漫山遍野，震撼人心。

按照昭通市提出“把昭阳中心
城区建设成为集景观、产业和城市
三位一体的苹果之城”目标，昭阳区
引进云南农投、海升等龙头企业，高
标准建设苹果示范园，引领昭通百
万亩苹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机
械化、产业化的现代化发展。

“采用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嫁接
出的果树可栽树当年开花，次年结
果，3年丰产。和传统种植相比省地、
省肥、省力，亩产值是传统果园的一
倍以上。”海升昭通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海升集团入驻昭通就是看中
昭通是高海拔地区苹果种植最优的
地区，而且所产苹果色泽鲜艳、肉质
细脆、甜酸适度、汁液丰富、风味浓
郁等优势。

2018年，昭通市坚持“老产业+
新理念、新机制、新技术=新产业”理
念，借鉴云南烟草发展成功经验，在
高原特色产业化上确定了以苹果、马

铃薯、竹子、特色养殖、天麻、花椒“6
个百亿元”产业为重点的同时，倡导
各乡各村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之
路，并按照良种良法、高度组织化和
集约化模式、党支部+合作社“三个全
覆盖”的要求，着力提高高原特色产
业的组织化水平。全年共改造提升老
苹果园20.1万亩、新种植苹果5.3万
亩，高标准种植马铃薯297.1万亩，竹
子投产105.7万亩，在推动“此苹果非
彼苹果”“此马铃薯非彼马铃薯”的根
本性转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如何提高昭通高原特色产业的
组织程度，做好示范带动？昭通以“做
大做强，彰显特色，形成支撑”为目
标，重点围绕“6个百亿元”产业，以现
代经济理念为引领，以现代科技和信
息化技术为支撑，以巩固壮大传统产
业为重点，始终做到坚持“一步登顶、
跨越发展；坚持产城融合、三产联动；
坚持龙头带动、品牌引领；坚持因地
制宜、规模经营；坚持“科技支撑、绿
色高效”的原则；坚持抓重点、树龙
头、建机制、强管理，坚持走好标准化
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发展等“七
个坚持”。先后引进云南农垦集团合
作组建昭通农投公司，引进亿利集
团、海升集团等龙头企业，育龙头、建
平台、创品牌、抓有机、占市场、解难
题，打造“绿色食品牌”，积极探索出
高原、高寒山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发展的路子。

积极探索高原特色产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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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联动 重点突破 全力突围
本报记者蔡侯友

华灯初上，凉风习习，昭通中
心城省耕国学公园、望海公园游
人如织。“秋城昭通”已成为川渝
游客避暑胜地，每到夏天，城区
大小宾馆，甚至连郊区的民房都
出现客满。

“秋城昭通”夏无酷暑，是个休
闲纳凉的好地方，每年居住在昭通
避暑的川渝游客达10万人次以上。
昭通大山、大水、大峡谷、大文化成
为众多海内外游客心中的“健康生
活目的地”。据昭通旅发委提供的
数字显示：2018年，昭通接待海内
外游客 3821.32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311.89亿元，完成旅游固定
资产投资 62.9亿元，与上年同比分
别增长16.55%、46.21%、18%。

磅礴乌蒙，神奇昭通。昭通地处
川滇黔接合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
内地通往东南亚、南亚双向大走廊
节点，是云南早期文明的三大发祥
地之一，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
蜀”之称，是我国南丝绸之路上重
镇和云南北大门。昭通还是红色革
命老区，1935年 2月，中央红军长
征在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
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
的一页。

2018年，昭通旅游喜事连连：荣
获“首批国民休闲胜地”、云南唯一户
外郊野绿道——昭璞绿道建成、新增
五个3A级旅游景区、“苹果之城秋韵
昭通”展销大会举行……

2018年，开展“旅游革命”，“一
部手机游云南”昭通板块上线运

营，3条省级精品自驾游线路和景
区景点开发有序推进，全市新增
3A级景区 5个。依托大山包一级
公路，建成并开放 48.16公里长的
全省唯一一条户外郊野绿道——
昭璞绿道，以及昭鲁驿站、酒坊驿
站，结合大山包极限运动小镇开
发和省耕公园、文体新区等项目，
打造中心城市季节性休闲旅游城
市，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重点的现代
服务业。

围绕“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昭
通正依托区位、交通、气候、文化、
历史、产业等优势，请来国际一流
的规划团队，以国际标准和视野，
对昭通中心城市规划、建设，力求
把昭通建设成功能齐全、配套完
善、宜居宜游的示范城市和万亩果
园+丘陵特色生态城市，打响特色
苹果之城旅游品牌。

随着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
交通条件的全面改善，大山、大水、
大峡谷、大文化的昭通，已经成为
云南旅游的后起之秀，成为海内外
游客向往之地。

宜居宜游的昭通不仅仅是游
客向往的休闲之地，便捷的交通、
强劲的发展后劲、亲商爱商环境更
吸引了众多的客商到昭通投资兴
业。2018年，多家金融保险机构进
驻昭通，为促进昭通跨越发展提供
了有力金融支撑。

着力打造好“三张牌”，三产联
动，重点突破，2018年，昭通产业发
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以深入开展守住一片
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
一江清水、建设一座果城

“四个一”行动为总抓手，
全力打造“天蓝、山绿、水
清、果香”美丽宜居昭通。

2018年，总投资 65亿元，年产
电解铝 70万吨的昭通水电铝一期
一段已全部投产，二段已具备投产
条件，三段电解槽基础完成90%。累
计生产铝锭 33352吨，实现工业总
产值 43207万元，昭通新型工业化
迈出实质性步伐。

位于昭阳省级工业园区的昭通
水电铝，是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重点项目。承载党中央、国务院
的关怀，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该项目于2016年6月动工以来，
围绕打造中国绿色水电铝加工一体
化和“滇东北铝谷”的目标，全部采
用云铝自主知识产权并具有国际领
先的 400kA铝电解技术，绿色高效
能推进工程建设，成为昭通新型工
业化发展的引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今年全省两会上，作为省“清洁
能源牌”的重点内容，“推进水电铝
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已经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以昭通水电铝
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将迎来发展
的黄金期。

昭通是农业大市，工业基础差、
底子薄，煤炭、烤烟、水电一直是昭
通工业的“老三样”。为打造“绿色能
源牌”，促进昭通新型工业发展，
2016年以来，昭通依托丰富的水电
优势，出台绿色能源招商引资政策，
科学布局、全力推进工业园区规划
修编及省级工业园区重新申报认
定，加快以水电清洁能源和水电铝
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引领的“绿色能
源”产业发展步伐，带动和促进一大
批重点项目在昭通落地生根。

2018年，昭通市在建重点项目

新型工业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发起总动员、吹响冲

锋号、打好大决战。1月 19
日至 20日，昭通市召开市

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

议，号召全市干部群众以

坚如磐石的信心决心，坚

决夺取脱贫攻坚大决战决

定性胜利，以高质量跨越

发展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昭通贫困面大，贫困

程度深，绝对贫困人口多，

是全国全省脱贫攻坚硬中

之硬、坚中之坚的主战场。

历经两年多的奋力拼搏，

全市贫困人口已从2016年
的113.37万人下降到57.64
万人，两年减贫 55.73 万

人，远超一个中等县人口

规模。2019年，昭通还必须

脱贫 40.07万人，脱贫摘帽

7个县区、脱贫出列 624个
贫困村，分别占全省的

25%、30%、23%。无论是脱

贫数量规模还是质量要

求，对昭通来说都是要啃

下的“硬骨头”。

2018 年，昭通市聚焦

脱贫攻坚，深入实践“133”
工作思路，全力做好基础

设施改善、产业培育、易地

扶贫搬迁、劳动力转移就

业“四篇文章”，实现了 195
个贫困村和 34.64 万贫困

群众脱贫出列，威信县、绥

江县可望脱贫摘帽、脱贫

攻坚首战告捷。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

到半山路更陡。”站在事关

昭通发展大局、事关全市

各族人民小康目标实现的

紧要关头，全会号召全市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要有“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迈气概，要有“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的必胜信心，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恒心毅力，以“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实干作风，勇做奋进者，

当好“答卷人”，在真刀真

枪比拼中提振信心，一鼓

作气打赢这场昭通反贫困

史上的重大战役，向全市

人民兑现“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

个不能落下”的庄严承诺。

号角声声、战鼓齐鸣；

厉兵秣马、勇毅前行。乘着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浩荡东

风，2019 年的昭通，全市

620万干部群众正以决战

决胜的坚定信心，昂扬的

斗争精神，攻城拔寨的奋

斗姿态，在脱贫攻坚这场

大决战中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蔡侯友

“健康生活目的地”成昭通新名片

坚持以高度的组织化
推动产业扶贫，在确定全
市以苹果、马铃薯、竹子、
特色养殖、天麻、花椒6个
百亿元高原特色产业为重
点的同时，倡导各乡各村
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之路，高质量推动特色产
业发展。

大力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启动实施“百
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
206 个特色示范型、1.16
万个干净整洁型村庄启
动建设。

6个
百亿元产业

21个，总投资达72亿元，竣工5个，计
划完成投资18.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22.3亿元；新签约拟投资 1000万元
以上重点非电工业项目23个，计划
总投资37.7亿元；在谈重点非电工业
项目21个，计划总投资66.5亿元。

2018年，昭通市实现工业生产
总值889.5亿元，增长8.5%，工业对
GDP贡献率达 38.9%，拉动GDP增
长3.31个百分点，为2014年以来最
高增速。尽管面临国际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全市企业利润普遍增长，其
中，全市125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5.7亿元，增长
14.5%；实现利润 87.6 亿元，增长
12.2%；上缴税金 84 亿元，增长
0.8%，占全市税收总额的 53%。全

市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388.6亿元，
增长 8.9%，占 GDP比重 43.7%，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46.6%，GDP
比重和贡献率双双接近全市半壁江
山，园区经济成为工业发展主战场。

2019年，昭通紧紧抓住全省推
动水电铝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
的产业布局机遇，充分发挥能源、资
源、区位等优势，水电铝二期、四川
美裕 20万吨铝棒项目将相继建成
投产；将争取中铝集团在昭通布局
新的产能，加快推进盐津70万吨石
英砂、15万吨工业硅和彝良 5万吨
工业硅项目，加大对接力度，争取中
国建材集团碳纤维项目落户昭通。

昭通新型工业化进程正跑步
前行。

“百村示范
万村整治”

“四个一”
行动

做强特色农业做强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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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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