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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书写贵州交通”
采风创作活动走进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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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

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前进道

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

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

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

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党，人民立场

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从成立开

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党的旗帜

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

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

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

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以百姓心为心，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

心，也是党的恒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

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历史。

（下转2版）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峰峦叠嶂，河谷深切。以前靠着山

地农业有点名气的贵州省毕节市，如今

已成为国家“西电东送”重要能源基

地、国家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国家新能

源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今年上半年，毕节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8.8%，在省内

排第五名。八大工业产业产值 488.9 亿

元，同比增长 14.3%，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四成以上。

“毕节承载着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

示范区的使命，我们将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 ， 深 耕 新 型 工 业 ，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毕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创新驱动是关键

毕节煤炭储量居贵州省第一，产量

占50%左右。

走进黔西市黔希化工产业园，听不

到机器轰鸣声，闻不到刺鼻味道。指挥

大厅里一大排透明玻璃罐，吸引了记者

的眼球。

“这些都是用煤加工的，有草酸二

甲酯、碳酸二甲酯、乙二醇等。”黔希

化工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潘斌介绍，“我

们这个新型现代煤化工企业，就是想方

设法把原煤充分开发利用。”

2018 年 5 月，总投资 23 亿元的黔希

化工正式投产，年产煤制乙二醇 30 万

吨，广泛用于防冻剂、合成涤纶等产

品。

“ 从 原 料 到 材 料 ， 创 新 驱 动 是 关

键。”潘斌介绍，粉煤气化会产生草酸

二甲酯和少量碳酸二甲酯，前者是生产

乙二醇的主打原料，后者是伴生副产

品。碳酸二甲酯年产 8000 吨以上，过去

因纯度不高，只能当废品处理。该公司

和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合作，于 2019 年研

发成功精馏装置，把废品变成了主打产

品。

“上了这套装置，碳酸二甲酯纯度

可达 97%，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的材料

之一，纯度的提升让价格从每吨 500 元

涨到最高每吨 1.5 万元。”潘斌说，“现

在自产的都‘不够吃’，每年还额外收

购5000吨碳酸二甲酯用以提纯。”

织金县委书记杨桦也信心满满。眼

下，在织金县茶店乡，总投资 237 亿

元、年产50万吨的中石化织金聚乙醇酸

（PGA） 项目正加紧建设，一期工程将

于 2024 年投产。项目前景广阔，和传统

塑料比，PGA 可降解，减少了白色污

染，打破进口依赖。

这个项目不仅是全行业的大项目，

也解了当地工业转型的急需——织金项

目使用煤生产 PGA，年产值比单纯售煤

增加数倍。目前，当地围绕 PGA 的产业

链正在铺展。

通过创新驱动，毕节煤化工产业提

质增效。2021 年，毕节市规模以上现代

化工企业已达 10 家，完成产值 21.6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24% 。“ 十 四 五 ” 时

期，毕节将推进煤炭等资源深加工，围

绕煤制乙二醇、聚乙醇酸等补链强链，

建成全国重要的新型能源化工基地。

抱团发展是方向

毕节煤电资源多、乌江水电丰、贵

州屋脊风电强，电能优势十分明显。

目前，毕节市高新区入驻锂电池企

业 29 家，日产锂电池 120 万只，正全力

打造百亿元级锂电池产业基地。“锂电

池生产用电大，而电力充沛正是毕节的

优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学静介

绍，以锂电池为依托，高新区形成了一

条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率高

的全产业链。

2015 年 11 月，贵州贵航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落户毕节高新区，专门从事锂

电池研发制造，年产值超5亿元。

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朱文军说，落户

高新区，是看中这里产业链完备。多家

企业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合作成立

的西南先进锂电池研究中心提供了研发

支持，除极少基础材料外购，锂电池生

产所需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

等原材料生产企业一应俱全，区内基本

形成锂电池研发设计、上游材料生产、

中游加工、下游应用的产业格局。“彼

此抱团发展，既降低成本，又打响品

牌，一举多得。”

（下转2版）

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百分之八点八

毕节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
□ 人民日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

重 要 转 载

暑假期间，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织金洞迎来旅游热。

近年来，织金县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将旅游业作为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

极，全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奋力实

现旅游大提质。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织金洞迎来
暑期旅游热

本报讯 （石雨浩 王晓琳 本报记者

文 海） 8 月 3 日至 4 日，市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现场推进会在织金

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飞跃参加实地观摩，省人大法制委主

任委员路良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罗昌琪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不断丰富和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功能，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为群众

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更加务实有效的制度

机制保障，使基层立法联系点各项工作

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障人民民主权

利、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使所立之法真

正成为保护人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

良法，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强调，要牢记基层立法联系点

设立的初心使命，准确把握基层立法联

系点的重要任务。在工作中强化制度机

制建设，标准化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工

作；强化统筹设点布局，凝心聚力创建

特色品牌；强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联

系点功能。要勇于担当作为，进一步强

化组织领导、学习提升、协作配合、履

职增效、宣传引导，推动基层立法联系

点工作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断创

新发展，助推法治毕节示范创建，提升

全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把毕节建设成百姓富、生态美、活力

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强的

法治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黔

西市新仁乡化屋村立法联络站、百里杜

鹃管理区普底乡颖川村立法联络站、织

金县双堰街道杨柳社区立法联络站。

市人大各专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 （自治县、

市、区） 人大常委会 （人大工委） 分管

副主任及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立法联

络站、立法联系点、立法联系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织金召开

本报讯 （肖昌元 报道） 8 月 4 日，

市政协主席杨宏远主持召开市政协常委

会，开展安全生产情况视察暨全市优化

营商环境调研培训，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市委三届四次全会暨全市半年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立足问题导向，深入基层

和企业，找准切入点，提出具有可操作

性的意见建议，高质量完成视察、调研

任务，全力助推毕节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副主席肖远福、傅立勇、刘

祖荣、王力、汤洪敏，秘书长谢祥贵出

席会议。

会议强调，各视察、调研组要做到

思想认识到位、组织落实到位、履职尽

责到位，扎实开展视察、调研活动，按

时完成各组的视察、调研报告。要认真

总结提炼，提出有利于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会上，市政协相关委室负责同志对

视察、调研工作方案分别作了说明，市

应急管理局、市投促局相关负责同志分

别对全市安全生产、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情况作了介绍，并就相关政策和业务工

作进行了培训。

市政协召开专题视察、调研工作培训会

7 月 26 日，位于金沙县经济开发

区的贵州国马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各司其职，

忙着生产酒盒、酒箱。

这家以酒包装设计印刷、商标设

计印刷为一体的包装材料企业，今年

3 月试投产以来，产品受到金沙、仁

怀、泸州等地白酒企业青睐。

“到金沙投资发展包材产业，正

是看准了金沙县加快酱香型白酒产业

快速发展的机会，目前公司的发展逐

渐步入正轨，已吸纳 80 余人就业。”

该公司法人代表余福洋说。

毗邻贵州国马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的贵州柏星龙创意有限公司，是金沙

县招商引资企业。该企业专注于打造

酒类、食品、茶叶、化妆品等包装设

计。目前，该公司实现了“逆增长”，

今年1至6月实现产值2100万元。

走进位于金沙县茶园镇循环经济

园区的贵州恒伟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车

间，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按照生

产工艺规范生产玻璃酒瓶。

“公司现有员工 100 余名，每年约

有 400 万个订单，全年产值约 3200 万

元。”该公司总经理许志勇说。

近年来，金沙县立足全省白酒产业

布局，突出错位发展，盘活开发区标准

化厂房的存量资源，先后引进贵州玉山

九鼎、雅图燊等 28 家酒类包材企业，

初步形成瓶、箱、盒等包装全产业链，

有效推动酒类包材集群聚集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金沙

县酒类包材产业实现产值1.96亿元。

“全市产业大招商‘百日攻坚’号

角已经吹响，百里杜鹃管理区将树立抓

招商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决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上

来，紧盯目标任务、紧扣资源优势，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迅速掀起第三季度

产业大招商热潮。”百里杜鹃管理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军说，百里

杜鹃管理区将全力推动产业大招商“百

日攻坚”行动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

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立足资源抓谋划。将把握新国发 2

号文件和国函65号文件出台机遇，立足

旅游资源、生态气候、交通区位等优

势，坚持全区招商“一盘棋”，围绕医

疗康养、温泉民宿、林业花卉“三大产

业”和养、花、泡、茶“四大业态”做

文章，精心谋划一批质量高、效益好、

带动强的产业项目，提高招商竞争力、

吸引力、成功率。

创新方式强招引。聚焦首位产业、

主导产业，深入分析发展现状，突出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通过领导

带头招商、线上招商、以商招商、平台

招商、活动招商等方式，努力招引一批

优强企业项目落地，助力百里杜鹃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化服务促落地。深入推进“企业

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畅通“政

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渠道，用好领

导包保联系招商企业项目制度，定期深

入企业和项目“把脉问诊”，及时准确

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抓好

企业项目跟踪，做到签约项目有“专班

管”，意向项目有“专人盯”，确保前方

抓洽谈签约、后方保要素能落地。

转变作风优环境。持续深化干部作

风教育大整顿，严肃整治“等、靠、

要”招商思想，坚决杜绝营商环境中

不担当、不作为、假作为，办事推诿

扯皮、漠视企业利益作风问题，努力

营造重信守诺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商环境，全力打造成本

负担低、服务效率高的“百应服务”

营商品牌。

（百里杜鹃管理区党工委 供稿）

把握机遇强招引 用好资源抓服务
——访百里杜鹃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军

今年1至5月，金沙县酒类包材产业实现产值1.96亿元

集聚发展产业兴
□ 李朝举 苟 珊

黔西象祠

为特色小城镇注入文化元素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婷婷） 8月5日，不

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到黔西市素朴镇

象祠景区内，驻足观看、拍照打卡。

今年 2 月，毕节市教育部门在黔西

象祠举行了毕节市 2022 年春季开学第一

课“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争做合格接班

人”主题活动。现场，上百名学生诵读

了王阳明的名言，毕节市共有 200 多万

名师生和网友通过网络直播形式同步观

看。

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课堂，黔西象

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近年来，通

过素朴镇和阳明文化研究者的不懈努

力，象祠景区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景区

外延得到拓展，先后举办了 4 届“象祠

杯”文体活动，打造了“象祠杯”文体

品牌。

据统计，近年来，黔西象祠景区累

计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素朴镇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省 100 个示范小

城镇之一，素朴镇将建成集传统文化和

阳明文化为一体的研学基地，逐步把黔

西象祠打造为阳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特色小城镇注入文化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