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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绿海茫茫，樟江河碧波荡漾，
小七孔景区景色如画，宛如天然氧吧……炎炎夏日，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徜徉在贵州南部的这个清凉世界，观
光游览，流连忘返。

荔波，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有着“全球最美喀斯
特”和“地球绿宝石”的美誉。自2015年以来，荔波县
委、县政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实施大生态战略，全力打造生态文明试验
区典范，将生态旅游和脱贫致富相结合，推动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坚守生态底线 擦亮“地球绿宝石”
荔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两张世界级名片，这里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森林
覆盖率达 64.84%，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 18 万个以
上，年平均气温在18°C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
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为了擦亮这颗“地球绿宝石”，守住“山青、天蓝、
水清、地洁”生态底线，荔波县牢筑绿色屏障，颁布实
施了《樟江河流域保护条例》、《荔波县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荔波县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
清单）》等一系列方案措施，让生态保护有规可依。

全面实施“绿色荔波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完成营造林
56.03 万亩、石漠化治理 74.13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
69.28平方公里，建成 7座城镇污水处理厂、7个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

以“全域旅游”战略带动全面发展
荔波旅游资源丰富，这里不仅拥有国家 5A级樟江风

景名胜区，还有茂兰景区、水春河漂流、捞村大峡谷、黄江
湿地公园等精品景区，目前已开发57个景点，经专家考证
达到世界级的6个，国家级的25个。加之荔波少数民族占
总人口 92%以上，拥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集自然生态
和民族文化于一身。

荔波的特色和魅力在于原生态，如何把生态资源转变
为经济资源，真正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结合，一直是
荔波县委、县政府面对的重大课题。

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说：“做好生态经济这篇文章，对
于拥有生态优势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荔波来说意义重大。”

2015年，荔波率先在全国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以
旅游为核心龙头，带动三次产业和城镇化全面突破，发展
以旅游为主的绿色经济。

在“绿色+”理念引领下，荔波将农业采摘与旅游观
光体验相结合，按照 3A级景区以上标准打造农业园区，
发展休闲体验型农业。目前，全县创建了 5个省级高效
农业示范园区，1个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实现总产值
46.86亿元。

利用世界遗产地生态品牌溢出效应，着力发展一批无
公害绿色放心的农产品，目前全县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
产品种植面积比重达25%，“三品一标”认证36个。

此外，荔波加快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农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绿色轻工基地、医疗康养大健康基地建设，大力发展
新型工业化。

荔波的服务业也都围绕旅游业来布局。康体水疗、野
外拓展、户外露营、山地运动、婚纱拍摄等一批高山康体休
闲度假旅游产品，受到了游客的欢迎。

做精县城 做特乡镇 做美村寨
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战略，荔波以“做精县城、做特乡

镇、做美村寨”的思路，把城镇、乡村按照景区标准进行打
造，因势利导建造绿色家园。

荔波县城以历史、现实、未来分为三大板块，把县城作
为景区来规划打造，形成传统、现代、时尚相融相生的城市
梯次发展格局。

在乡镇建设上，大力实施“七星抱玉”计划，打造 7个
4A级以上各具特色的旅游小镇，每个乡镇创建 1个 3A级
以上景区。按照“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小而特”旅游景
观型示范小镇要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在村寨深入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行动计划，以
“5+1”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 9968 户
“人畜混居”治理和13733户改厕工作，全面推广垃圾无公
害焚烧处理模式，切实改善农村群众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
条件。

村寨全面实施“星宿计划”，以民宿旅游为带动，重点
打造 100个特色精品民宿旅游村寨。把各个美丽乡村串
联成为珍珠项链，推出了水葩原生水寨、赛娥布依风情湾
等一系列乡村精品旅游村寨。

荔波旅游发展开始呈现井喷态势，2016年，接待游客
1108万人次，同比增长 43.23%，实现旅游总收入 110.96亿
元，同比增长64.46%。今年上半年，旅游增幅超过60%。

一年一个大变化
2016年 9月，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视察荔波时提

出“一年内实现荔波旅游景区有一个大的变化”的要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黔南州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从

各部门抽调 6名同志，进驻荔波县开展工作，荔波县抽
调 200 多名业务骨干，成立建设指挥部和项目督查组，
全力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

包括大小七孔景区、邓恩铭纪念馆及广场、樟江景
观带环境整治在内的22个总投资约88亿元的重点项目开
始全面升级。

以大小七孔景区一体化建设运营为中心，荔波拓展
核心景区接纳容量，推进荔波支线机场、贵南高铁朝阳
站、三荔高速建设，同时新建西门景观大道、小七孔大
道、樟江航运、县城至机场等水 （陆） 快速干道，科学
布局22个提质扩容重点项目、37个涉旅项目，从而实现
纵贯东西、干支线无缝对接。

在服务软环境方面，荔波全面提升现有导游及酒
店、餐饮业服务人员水平；加快构建荔波标识性商品、
特色食品和旅游纪念品构成的精品特色旅游商品体系；
提炼20道荔波特色菜肴，在全县餐饮行业进行推广。

荔波还全面开展星级评定和挂牌经营活动，定期评
选表彰旅行社、酒店、农家乐、精品客栈、乡村旅游示
范点等行业先进典型；全面推进明码实价工作，打造

“无价格欺诈”旅游景区。
目前，景区提质扩容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多数重点

项目主体工程如期完工。

践行绿色发展的“荔波样本”
——荔波县打造生态文明试验区小记

武兵 本报荔波记者站 李金福

联山湾风景美如画

7月 3日至 4日，全县扶贫产业暨脱贫攻坚“大比武”
迎来了一次集体检阅。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县委副书
记、县长叶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洪，县政协主席韦鸿
敏，县委副书记雷学良等县四家班子领导，县部门主要负
责人，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以及各乡镇（街
道）村支两委主要负责人代表组成观摩组，深入各乡镇进
行现场观摩，检阅产业扶贫新成效和脱贫攻坚的比武赶超
阶段性成果。

3日早上，观摩人员来到第一站玉屏街道罗布木家庭
农场创业园。一路上，枇杷园、杨梅园、黄皮果 ......这里
的山地果林品种繁多，让人应接不暇。该创业园向山要
地，开发石漠荒山，原本荒芜的石头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创业园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户”经营模式，打
造种养结合的新型立体农业发展模式经济实体。该园规划
经果林种植面积1.5万亩，目前已种植11500亩，园内共有
家庭农场20户，覆盖100余户贫困户。

顶着明媚的阳光，观摩人员来到了甲良镇梅桃生态种
养殖产业基地，走进茶园，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结合甲良
生态优势，发展茶叶种植和斗牛文化产业。该基地茶叶种
植面积达2200亩，主要产品为毛尖茶。通过“支部＋合作
社＋农合”的模式，致力于将产业基地建成集旅游观光、
休闲体验为一体的产业观光园区，实现带动周边 85户 388
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在小七孔镇寨票民宿旅游点，伴随着清幽的音乐，观

摩组成员穿梭于青石步道，实地参观这宿于江边一角的民
宿。观摩人员纷纷感叹，这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踏进房间，实地参观民宿的精雕细琢，六香民宿有渔晚
香、渔惜香、渔竺香、渔笠香、渔满香、渔景香。寨票渔
隐精品民宿致力打造“中国西南垂钓第一村”和“淇江景
区休闲度假中心”，突出布依族鱼耕文化，形成乡村旅游
产业示范点。

瑶山瑶族乡火龙果种植基地，满山都是透红的火龙
果。该基地采取“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
前种植面积近 500亩，已有 300亩初步挂果并开始进入市
场，亩纯收入达 7500——9500 元，在 2016 年实现销售 50
万元，每户贫困户实现分红1000元以上。火龙果产业已成
为瑶山瑶族乡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瑶山扶贫产业试
验区扶贫开发新亮点。

在朝阳镇洪江生态种植基地，观摩组观看了基地的金
线莲种植项目和香菇项目。走进基地温室大棚，一大片人
工培植的金线莲映入眼帘，叶子金线发光，有如盆景；宽
敞的香菇大棚内，一根根菌棒整齐摆放着，散发出阵阵菌
香。该项目采取“村集体公司+贫困户+其他农户”的运作
模式，总投资 155.364万元，两个项目收益农户 85户，其
中，项目量化到贫困户56户，量化率100%。

观摩组一行来到黎明关水族乡白岩村板蓝根加工厂
内，参观板蓝根的初加工过程。据了解，目前，全乡板蓝
根种植面积达 2000 亩，覆盖 158 户 567 人，亩产值 10000

元，亩纯收近6000元。该乡并成功引进企业进行板蓝根初
加工并投产使用，年可收购鲜板蓝根 1万吨，年产板蓝根
半成品3000吨。

4日，观摩组一行来到茂兰镇桑蚕产业脱贫园，只见
十几名妇女在绿浪翻滚的桑园里采摘桑叶，园内一片繁
忙。该镇桑蚕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以“龙头企业+基地+合
作社+农民”的发展模式发展桑蚕业，实现由原来黑色煤
炭支柱产业向绿色桑蚕产业的转变。按照“一年打基础、
三年大发展、五年成规模”的目标，把蚕桑产业进一步做
大做强。该镇现已种植2000亩，其中以资金入股方式带动
贫困户101户323人；以土地流转的形式带动贫困户102户
362人；以基地带动贫困户。

最后一站是佳荣镇坤地生态农业基地，大大小小的长
茄，长势喜人。佳荣镇坤地高效农业扶贫产业基地以玉
米、西红柿、茄子等优质绿色生态农业产品种植为主导产
业，发展“订单”农业，建成辐射湘黔和“两广”的优质
绿色蔬菜种植和采摘体验基地。建设规划总投资 800 万
元，目前已累计投资 200余万元，通过采取“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经营模式，流转土地 840余亩，同时辐射带
动农户携土地加盟近 400亩，实际种植面积已达 1170亩；
涉及农户 192户 693人，其中贫困户 50户 177人，年产值
达150万余元。

当天下午，召开了观摩总结会。会上，现场宣布了此
次产业扶贫暨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观摩会的比拼成
绩，最终，茂兰镇、佳荣镇、朝阳镇名列前三名。

荔波县各乡镇近年来谋划能力凸显，发展思路、脱贫
法子清晰，产业发展上都有所突破，敢想敢干。目前来
看，全县山地生态产业化发展已初具雏形，一些优质产
业，如瑶山鸡、佳荣牛等，需要提升优化品质，从根本上
做产品挖掘。各乡镇也在继续推进产业扶贫、精准扶贫，
形成更大活力，助推百姓富、生态美上发力，结合全域旅
游抓产业发展，结合市场信号打造荔波农产品品牌的优
质、安全、绿色形象，形成农产品的溢价品牌，形成与世
界自然遗产地相匹配的农业发展态势。

奏响扶贫产业发展“协奏曲”
——荔波县扶贫产业暨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观摩会侧记

本报荔波记者站 蒙莎莎 柏祥意

本报讯 7月 7日，2017荔波·广州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广
州举行。荔波县委县政府宣布，2017第二届中国荔波国际儿
童动漫节将于 7月 21日在世界遗产地——荔波举办。荔波
县主要领导同时向媒体透露，2016年广东到荔波旅游的游客
成倍增长，超越省内游客，成为荔波县的主要客源市场。广
州游客到荔波旅游人次达 34 万余人次，占荔波游客总数的
30%左右。其中，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大、小七孔两大景区已
经整合成一个景区，通过内环线公路实现单向环流，接待能
力翻倍。

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荔波拥有“世
界遗产地”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张世界级名片，拥有丰
富而又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一个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地方。
近两年，荔波交通条件极大提升，旅游红利和区位优势逐步
显现。目前，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大、小七孔两大景区已整
合成一个景区，景区内部通过新修的内环路，五个游客服务
站，实现单向环流，景区接待能力翻倍，景区最大承载量由每
日2.5万人次增加到5万人次以上。不仅如此，县内景区与景
区之间通过交通道路网络优化，实现半小时到达，在旅游旺
季能更好地疏导分流。

在大交通方面，目前，贵阳、都匀有直达荔波高速；广州
游客可直接乘坐航班直达荔波，从每周两班增至三班，还将
增强加至每天一班；乘贵广高铁可到三都，然后三都转乘客
车一个半小时到达荔波。另外，贵南高铁荔波站、三荔高速、
机场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未来五年，荔波将有一条高铁、五
条高速和一个机场，实现以荔波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输送游
客的旅游集散中心功能。

目前在荔波县城可提供2万多张床位，另外，荔波古镇以
及寨票、水浦、董蒙、氧心谷、大土、巴格等 7个精品民宿示范
点也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特色住宿体验。

据悉，今年 8月底，荔波景区提质扩容项目全部竣工后，荔
波县城、旅游景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真正成为名副
其实的国际化专业旅游城市，将实现境内 5A 级景区达到 2
个、4A级景区 4个、3A级景区 20个以上；年接待游客稳定在
2000万以上，综合收入200亿元以上。打造成为世界知名、国
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胜地，奋力开创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荔波新未来。

（本报荔波记者站 王永杰）

广东到荔游客成倍增长
成荔波县主要客源市场

本报讯 近日，荔波召开十二届县委常委（扩大）会第
23 次会议。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县委副书记、县长叶
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洪，县政协主席韦鸿敏，县委副
书记雷学良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场坚中之坚的硬
仗，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重要
性、紧迫性，把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放在心上、扛在肩
上、落实在行动上，按照中央和省、州、县的统一部署，
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加快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会议还重点就近期防汛减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
议要求，各乡镇、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近期的防汛抗灾工
作，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备勤和领导带班制度，随时应对
各类突发性险情。县水务局、气象局、交通局、国土资源
局等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加强对
河流、道路安全隐患等的巡查、排查，做到科学预判、科
学应对各类险情灾情，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一旦出
现汛情、险情，能有力有序应对做好抢险救灾、疏散群众
等工作，确保汛期无重大灾害发生，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荔波记者站 蒙莎莎）

荔波县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第23次会议提出

集中力量加快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本报讯 今年来，荔波县按照《关于开展全州劳动保障监
察案卷评查及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情况监督检查的通知》要
求，及时开展案卷评查行动，组织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开展案卷评查及持证上岗自查工作。

荔波县及时成立了工作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开展案卷
评查及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自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结合
县情实际开展劳动保障监察案卷评查及持证上岗、亮证执法
情况自查自评，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要求再审查受案范围受
理正确，主体资格合格，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合法、有效、充
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案件定性、处置适当，程序及时
效合法合规。

案卷评查自查启动后，认真对照《贵州省劳动保障监察案
卷档案管理办法》，对 2016年以来已办结的案件逐一进行复
查，对证据是否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条文是否准确、文书制作
是否规范、归档资料是否齐全、案卷装订、归档管理是否规范
等方面进行了查缺补漏。自查中严格遵循“一案一卷”的原则
进行装订。案卷材料的整理严格遵循办案程序的实际进程及
文书材料的时间顺序，制作目录清单，规范装订。全县共完成
了 193个案卷的自查，案卷装订整齐，规范，无遗漏证据材料
的情况发生，对因案情复杂移交转接案件做分别注明，卷宗及
时编号归档。

（莫伯雄 本报荔波记者站 姚琪）

荔波县积极开展
案卷评查及持证上岗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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