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祥龙吐瑞，亭台楼阁，天然浴池，文化广场。龙里
县莲花湿地公园建设让龙山镇坝上村焕然一新。“这里将
引爆贵州近郊游，是龙里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窗口。”该
县县委书记刘华龙摊开地图，指着以莲花湿地公园为引
领的龙里旅游规划，信心满满地说。

沿着莲花湿地公园步道闲庭信步，迎旭日，沐金
光，送晚霞，醉夕阳,感受浓浓的田园气息，体验不一样
的游园氛围。沿途武侠馆、农家乐、茶馆、十二生肖、
音乐喷泉等各类景点及店铺星罗棋布。穿行其中，道在
绿中，房在园中，人在画中，令游客流连忘返。

“十三五”，贵州迎来大众旅游时代，山地旅游成为
贵州旅游业的基本定位，全域旅游、绿色旅游、高效旅
游和满意旅游将推动“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作为贵
阳的东大门，龙里优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贵阳周边市
民周末外出旅游度假的迫切需求，为龙里发展近郊旅游
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莲花湿地公园是龙里全面推进“旅游+”多产业融合
发展的领航项目，围绕莲花湿地公园，周边配套实施了
贵州首个“武侠文化”旅游小镇龙门镇，民俗体验圣地

“赶乡场”，集科普推广、科技培训、成果孵化、创业创
新、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科技园，高端休闲
度假酒店福朋喜来登度假酒店。不只如此，顺着莲花湿
地公园向南延伸至湾滩河镇，有百亿元打造的龙里水
乡、油画大草原、孔雀布依寨；向北延伸至洗马镇，有
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山佛国、双龙镇、茶香十里刺
梨沟等景区。

双龙镇巫山峡谷景区作为龙里首个国家 4A级景区，
近来游客爆棚。“这里非常休闲，离贵阳很近，交通又很
方便，周末常和家人、朋友一起来散散心。”贵阳游客秦
家泰对龙里的旅游景点十分熟悉，双龙镇就是他常来的
地方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随时都在关注龙里的莲花
湿地公园油画大草原和龙里水乡建设，想成为景区开园
后的第一批游客。

龙里水乡是2017年贵州100个旅游景区建设的后备景
区重点项目，以龙里朵花河生态湿地走廊为脉络，串接
龙里水乡、冒险谷、水墨谷打造“一乡双谷”旅游景
区。“这里将成为贵阳及周边区县市游客的休闲度假驿
站。”龙里水乡项目投资人正是看中了龙里这块蕴藏着巨
大旅游商机的风水宝地，不惜投入100亿元打造。

旅游产业是龙里发展的必然选择，龙里具备发展全
域旅游的天时地利，龙里决策层意识到，旅游产业就是绿
色产业，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指示，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的有效途径，更是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这里曾经就是一个穷山村，自从开发为湿地公园景
区，按照政府统一规划，我们把自家房屋改装为景区农家
乐。如今不仅脱了贫，还买上了小汽车，过上了富裕的生
活。”龙山镇坝上村村民王燕家的农家乐生意越办越红
火，因为旅游发展，她家走上了致富之路。

“让游客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有得住，还要有
得买。发展旅游，一定要刺激游客的购买欲望，特色旅游
商品不仅要走进景区，更要搭上网络云端。”作为国家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龙里县决策层高瞻远瞩，让
电商产业为旅游产业服务。

“维希π这个刺梨汁口感非常好，特别喜欢，我订了8
件。”游客王先生在龙里大草原景区的农村淘宝店里订购了龙里刺梨特产。

依托电商产业和物流产业优势，龙里县在全县建成了 56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将该县刺
梨饮料、辣子鸡、印苗刺绣、平坡农民画、龙缘盛豆腐等66种地方特色产品包装上线，广大
游客只需进入农村淘宝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特色商品。

目前，旅游已成为龙里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全县致力于打造“全国特色生态康旅名
县”，构建“一心两翼三区多点”的旅游区域新格局，塑造黔中康体休闲度假首选地和近郊休
闲体验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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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以贵州省第十
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
契机，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步伐，稳步推进全县
各项工作开展。

图为正在进行后期精
装的贵品万国酒店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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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富生态美林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林业兴

本报讯 7月 26日，从国家交通运输部传来好消息：交
通运输部近日批复 34个高速公路项目初步设计。其中全长
215.012公里的都匀至安顺高速公路项目在列。

据介绍，该项目起自都匀经济开发区匀东镇王司社区
乌养，接已建厦门至成都国家高速公路水口至都匀段，经
河阳、云雾、惠水、大龙、长顺、杨武，止于镇宁县东北
杨家山，接已建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镇宁至六枝段和
上海至昆明高速公路清镇至镇宁段，全长 215.012公里。全
线设置19处互通式立交。

另建都匀支线和贵安支线，其中都匀支线起自都匀市
杨柳街，接已建兰州至海口高速公路，止于都匀经济开发
区匀东镇乌养，接本项目主线起点，全长40.930公里，设置
5处互通式立交；贵安支线起自长顺县广顺镇曹摆，接在建
的贵阳花溪至安顺高速公路，止于长顺县摆塘，接本项目
主线，全长19.193公里，设置2处互通式立交。

都匀至安顺高速公路项目主线起点至云雾段69.057公里
和长顺至终点段75.47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6.0米；云雾至惠
水段50.21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33.5 米；惠水至长顺段 20.268
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00 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41米。都匀支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5.5米。贵
安支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 33.5米。新建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
用公路—Ⅰ级，利用既有桥涵结构物暂沿用原设计荷载，
其他技术指标按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执行。项目总工期（自开工之日起） 4年。

（本报都匀记者站 文勇）

交通运输部批复都匀至安顺高速公路初步设计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局帮扶黔
南三十年活动筹备工作专题会上获悉，州委州
政府决定举办林业扶贫三十年系列活动，以表
达黔南各族人民对国家林业局帮扶工作的感恩
之情，宣传三十年帮扶成效，激发全州干部群
众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

1987 年，国家林业局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对黔桂九万大山地区五个地 （州、市） 18个贫
困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黔南的三都、荔波、
独山三县被列为对口扶贫县。30年来，国家林
业局坚持“以经济开发为主，为贫困地区办实
事”的扶贫开发方针，倾注了大量心血，注入
大量林业项目和资金，派出大批干部挂职，对
黔南实行集智力扶贫、生态扶贫、产业扶贫于
一体的林业扶贫。

30年来，在国家林业局的倾情帮扶下，黔
南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林业总

产值得到了持续增长，其中森林覆盖率由 1985
年的20.69%提高到目前的63.9%，森林蓄积量由
1985年的155.54万立方米增中到目前的7812.19
万立方米，实现了森林覆盖率、蓄积量双提
升。正是国家林业局 30年的精心呵护，使黔南
进入通过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林业产业的持
续发展来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的良性发展阶段，
刺梨、森林康养、花卉苗木、特色经果林、林
下经济等五大林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红
利惠及山区群众，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林业扶贫、绿
色发展、同步小康”，按照丰富多彩，节俭高
效，助推扶贫的原则，以“1+5”模式，做好一
个系列宣传报道，开展好五个专题活动。

邀请国家级、省级、州级主流媒体和行业
媒体，围绕天然林保护、林业产业发展、林业

“三变”改革、林业生态扶贫等主题，对国家林

业局帮扶成效进行宣传，宣传报道工作已于今
年4月开始启动。拟于8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国家
林业局帮扶黔南 30周年座谈会，举办林业扶贫
成就展暨黔南绿色林特产品推介品鉴会。拟于8
月底在黔南举行中国经济林协会刺梨分会成立
大会及首届中国刺梨发展论坛。同时，举办一
期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部培训班和“国家
林业局帮扶黔南三十年”林业摄影大赛。`

目前，各项子活动的方案均已细化分解落
实到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本报记者 刘雪红）

我州举办国家林业局帮扶黔南三十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深化粤桂黔高

铁沿线城市合作，加快打造粤
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
共同筹备好第三届粤桂黔高
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近
日，我州代表团走访广西桂林
市、贺州市，与两市政府对接
第三届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
作联席会议相关事宜。

在桂林市及贺州市，我
州代表团与两市政府代表就
第三届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
作联席会议相关事宜进行了
对接，并就近年来两地在发
展高铁经济中取得的成果、
未来合作愿景等内容展开交
流，深入推进粤桂黔高铁经
济带建设。

走访中，我州代表团还
诚挚邀请桂林市、贺州市两
市参加第三届粤桂黔高铁经
济带合作联席会议，以及同
期 举 办 的 第 四 届 物 流 （都
匀） 国际峰会暨商贸物流博
览会等，并征求了 《粤桂黔
高铁经济带协同创新合作共
识》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第三届粤桂黔
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
第四届中国物流 （都匀） 国
际峰会等系列活动将于 8 月 8
日至 9 日在我州举行。届时，
高铁沿线 13 个城市代表团将
齐聚桥城都匀，共话高铁时
代新发展。

（本报记者 徐朦）

我州赴桂林、贺州对接粤桂黔

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相关事宜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下午，州委书记唐德智
带领州扶贫局主要负责同志和两名工作人员，
没有给都匀市领导打招呼，没有新闻记者随
同，沿途问路直奔一类贫困村——归兰水族乡
基场村就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查暗访。

据州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州委州
政府脱贫攻坚“大比武”督查暗访工作安排，
唐德智到归兰水族乡基场村随机走访了 3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 1户村民，了解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

在基场村二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吴井妹家，
恰巧吴井妹不在家。唐德智站在歪歪斜斜的木
梯上，仔细查看了钉在木房上的《干部结对帮
扶明白卡》，并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拨通了帮扶人
——都匀市工信局干部韦广柱的电话，详细询
问了吴井妹家的基本情况、走访次数、帮扶措
施和帮扶成效。电话里传来了流畅的回答，唐
德智表示满意。

离开了吴井妹家，唐德智又来到建档立卡
贫困户韦文华家。70 岁的韦文华一家 5 口人，
儿子在附近家具厂打临工且患有疾病，儿媳又
要照顾两个幼儿，缺乏劳动力，目前得到了100

只鸡苗扶持和“特惠贷”分红。唐德智认真翻
阅了韦文华家的《脱贫攻坚口袋书》，询问了帮
扶干部走访帮扶和脱贫项目实施情况。当得知
韦文华儿子媳妇都没有文化，养的 100 余只鸡
因不懂养殖和防疫技术损失 30多只时，唐德智
说，要加强对贫困户的技术技能培训，让其掌
握种养和防疫技术，并嘱咐他们要重视孩子教
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在建档立卡贫困户韦布文家，唐德智详细
了解了他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到他家通
过帮扶喂养了黑毛猪、蜜蜂，栽种了银杏树，
还通过“特惠贷”入股市级平台公司，每年可
分红 3000元。唐德智嘱咐州扶贫局主要负责同
志和随后赶来的乡、村负责人，要加强“特惠
贷”资金的管理和规范使用，确保资金安全。

唐德智随后又来到村民陈忠照家。宽敞的
独栋小洋楼收拾得井井有条。陈忠照告诉唐德
智，两个儿子在都匀做废品收购生意，全家通
过勤劳致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唐德智问
及村里贫困户帮扶情况时，他表示现在党和政
府帮扶力度大，希望贫困户早点好起来。闲聊
中，陈忠照说，自己 76 年初中毕业，喜欢看

报、看电视，经常教育子女要到外面去闯。唐
德智听后说，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通过学习
增长了见识，教育了后代。

在基场村村委会，唐德智驻足基场村村务
公开栏前，查看基场村低保评议公示和危房改
造公示。随后，向村支两委负责同志详细了解
基场村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产业扶贫情况，当
了解到该村目前通过种植银杏树、蔬菜、生
姜，养殖生猪、鸡、蜜蜂等产业帮扶贫困户，
全村、全乡已由都匀市脱贫攻坚的“追兵”变
为“标兵”后，唐德智高兴地说，全州上下把
脱贫攻坚“大比武”当了真，有了成效，比出
了真功夫，比出了好效果。

督查暗访中，唐德智要求，结对帮扶干部
要真帮实来，真帮真驻。要加大对非贫困户的
宣传引导工作，营造全社会良好的脱贫攻坚氛
围。要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大力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和产业结构。要加强村容村貌管理，尤其
要加强农村建房规划管理。要加快小城镇建设
步伐，把管理和规划建设同步谋划，从小动作
做起，提升城镇品味。

（本报记者 覃毅）

唐德智到都匀市归兰水族乡督查暗访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