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项突破的甕安秘笈

过
去一年，
甕 安 面
向 全 国

引进了 800 多名实
用型紧缺人才；还
主动邀请省级专业
队伍对全县的磷、
煤、铝土矿等资源
进 行「 勘 测 大 会
战」；邀请北京泛
华集团对城市规划
进行高层次设计，
形成如今「一城四
区」的新格局……

外借大势，在「大
治」的突出印象之
后，甕安正以大发
展形象示人。

香港文汇报记者
虎静 甕安报道

雖然只是畢業於貴州一所不起

眼的普通本科高校，學的是相對

冷門的體育教學專業，但 31 歲

的李凌卻擁有讓許多 80 後羨慕

的事業單位工作。這在重視學歷、

准入門檻較高的政府部門是非常

少見的——或許只有在甕安才能

看到。

李凌是去年甕安縣通過簡化招

聘流程引進的「特殊人才」。對

於這個身份，這個 80 後青年似

乎還不太適應，言談舉止明顯拘

謹。    

李凌高中時期在甕安就讀。大

學畢業後，李凌和女友分別考入

重慶市的合川區、石柱縣做起了

中學教師，踏實肯幹的他第一學

期就被學校委任為班主任，但他

心裡也有自己的算盤：和女友回

到自己熟悉的甕安縣，結束長時

間異地戀的折磨。

不拘一格

機會終於來了。2012 年 1 月

的一個深夜，李凌通過某招聘網

站看到了甕安縣人事局刊登的招

聘廣告。令人驚喜的是，上面列

的條件像是為自己「量身打造」

的。

「其實，若沒有甕安近年來快

速發展的勢頭，就沒有這則招聘

廣告。」李凌說。隨着甕安工業

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人才緊缺

凸顯。2012 年，甕安把目光瞄準

了像李凌這樣希望來到甕安工作

的區域外人才。

甕安「開門引才、招才引智」

的方式也是多樣的：除了對部分

層次學歷較高的高校畢業生進行

公開招聘外，還打破事業單位招

聘戶籍限制，對縣外人才給予特

殊偏愛，只要是縣外行政、事業

單位在編在職幹部，只需經過面

試過關，就可在編上崗。

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李凌當

晚就向遠在合川縣的女友表達了

自己想回去的打算。權衡再三後，

女友與他一起回到甕安參加事業

編制考試。

「當時的考試方式真的很簡

單，不少人都是通過面談的方式

就敲定下來。」李凌說。他和女

友也是通過面談的方式，分別考

入了工業園區招商局和縣計生

局。

據了解，對於那些條件與引進

人才實施方案不符的外縣人才，

例如年齡超出引進方案的外縣幹

部，甕安也沒有向他們關上前來

的大門，他們都可以先到人事局

進行登記，最後再通過面談的方

式擇優引進。

李凌只是甕安縣引進的縣外人

才之一。2012 年一共分三批次從

縣外引進了 800 多名行政、事業

單位實用型人才。據悉甕安今年

還將公開引進 600 名人才。

　　　

「盡快在甕安買房，真正安個家」

李凌說，「現在和女友已經正

式完婚了，下一步除了把工作做

好外，就是盡快在甕安買套房，

給妻子一個真正的家。」

李凌被當做特殊人才安排在工

業園區招商局，日常工作是跟蹤

落戶到園區的企業發展情況。工

業園區的工作很雜很繁，但這對

李凌來說，都不是什麼困難，他

煩惱的是自己從教師崗位來到了

招商局，專業不對口產生的不適

應。

務實的李凌認為，雖然被當做

特殊人才對待，但剛到招商局的

自己還是個學生。來到園區後，

除了利用各種時間趕緊熟悉園區

和企業外，他還很虛心的向同事

學習，以完成好領導安排的工作。

「有好多東西，我還要從頭學起」。

李凌說。 

談及如果有更好的機會是否還

打算離開甕安時，李凌說，自己

雖然不是甕安本地人，但是在這

裡求學多年，對這片土地產生了

深深的感情，甕安現在可以說是

自己的「家鄉」，自己就要抓住

這種機會，為正在發展中的「家

鄉」貢獻綿薄之力。

甕安 2012 数字档案

甕安刚刚发布的政府工
作报告显示，甕安去年县
内生产总值突破 60 亿元，
全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 成 72.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0%，财政总收入突破
10 亿元大关，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突破 100 亿元，同
比增长 115.5%，招商引资
名列黔南州第一。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发展
的龙头，从甕安近三年的
数据可观察到其固定资产
投资的发展态势：2010 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6.2 亿 元，2011 年 完 成
48.2 亿元，2012 年则增长
到 72.34 亿 元， 全 县 社 会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连续三
年 40% 以上增长。共争取
到新增中央投资预算内项
目 63 个，总投资 4.74 亿元，
名列黔南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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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正大」落户甕安工业园

尹德俊：
「借脑借力」建「中心」

履職甕安 6 年有餘，從常務副

縣長到縣長，尹德俊見證了甕安

近年來的蛻變。在接受記者專訪

時，這位在當地幹部口中頗有口

碑的務實縣長表示：「自 6·28

事件後，我們審視自己，告訴自

己不能閉門造車，唯有改革開放

才是正途。即便到現在，甕安也

需要用開放的心態，做開放的事

情。」

「借腦借力」

首要是「借腦借力」摸清家底，

才能形成發展的集聚力。對此，

尹德俊表示，去年，甕安引進了

貴州省國土廳下屬的礦產資源局，

對全縣的磷、煤、鋁土礦等資源

的整裝勘測，通過主動邀請專業

隊伍和權威部門的勘測，摸清了

全縣的家底，使招商引資有了極

大的集聚力，從而帶動了工業和

經濟社會的發展。

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能為招

商引資「鋪路」。甕安去年採取

了開放戰略，到北京對接了內地

城市規劃設計界頗有影響力的泛

華集團，讓泛華集團對甕安的城

市進行了高層次的發展規劃，最

終推展到現在的「一城四區」。

按照甕安縣最新的縣城總體規

劃，在 80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未

來將形成「一城四區」的架構，

其中心城區和北部新城未來將定

位為甕安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承載城市綜合服務的功能；而銀

盞工業園區則被定位為發展重化

工產業、精細化工及輕工產業的

循環工業園區。此外，猴場古邑

區則將重點打造紅色文化、歷史

文化、古鎮旅遊，發展農副食品

商貿，平定營生態區則將作為縣

城的生態屏障進行打造。

　　　

高起點規劃

尹德俊說，這樣規劃下來，甕

安「一城四區」的架構，在功能

上不但有劃分，還能形成相互呼

應，最重要的是還能形成產城互

動和產業支撐。而這樣的規劃理

念，正是甕安主動開放，通過向

外借腦形成的。

此外，對於甕安經濟發展火車

頭——銀盞工業園區的規劃，也

體現着甕安的開放發展思維和理

念。尹德俊說，園區規劃之初，

甕安還專門召集了全省搞工業規

劃的頂級專家到此，為園區規劃

進行量身打造，精選考量園區選

址和功能配套。

尹德俊表示，這些都是甕安開

放思想，引才、引腦、引智、引

思想，最終通過將專家的意見與

幹部群眾的意願形成共識，最終

帶來了幹部群眾思想的開放轉變。

　　　

呼之欲出的區域中心

尹德俊看到，制約甕安發展的

外出通道問題在十二五期內，將

得到徹底解決，甕安至貴陽、福泉、

江口、道真等地的 4 條高速公路

今年就要動工，四條高速打通後，

甕安將成為黔中經濟圈東部與銅

仁連接點的一個交通樞紐。

此外，尹德俊說，根據全省對

於烏江航道開發規劃，在四條高

速的基礎上，甕安還將致力發展

烏江到長江中下游的水路通道，

今年將建成 75 萬噸貨運量的烏江

碼頭，並且開始啟動 300 萬噸貨

運量的烏江港口建設。

尹德俊說，依靠工業園區的支

撐作用，憑借便利的水路交通優

勢，我們有信心把甕安建成區域

性的中心城市，同時憑借甕安的

煤磷電一體化，通過循環經濟的

產業佈局，將甕安打造成西南地

區磷煤電一體化重要基地。但這

些想法，目前都需要用開放的理

念來指導，用改革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

■甕安工业园即景

上述引進人才工程，只是甕安

去年釋放出的開放發展的信號之

一，更大的手筆來自李凌所在的

甕安工業園區。

近年來，貴州省大力推進工業

園區化發展戰略。作為甕安縣經

濟發展的龍頭，甕安經濟開發區

建設也走在了全省前列，在去年

5月正式升格為省級經濟開發區，

並與福泉工業園區捆綁，被列入

貴州省重點培育打造的五個千億

元產業園區之一，基礎設施建設

和項目建設方面都實現了重大突

破。

據甕安縣副縣長、工業園區管

委會主任鄧忠學介紹，目前，園

區從行政中心至猴場的 16 公里主

幹道已經實現全線貫通；園區 14

公里主幹道已完成了 8 公里道路

瀝青鋪設及附屬工程建設，園區

支線道路已全面啟動建設，其中

物流園及返鄉農民工創業園道路

已建成並竣工驗收，園區的道路

骨架網已基本形成。

同時，為確保入園企業用電

用水，園區 7 公里外的 220 千伏

變電站已建成使用，園區內 2 座

110 千伏變電站正在建設中，縣

城供水管網與園區供水管網已搭

接，杜仲河水庫和塘坎上小（二）

型水庫已啟動建設。

此外，在項目建設方面，鄧忠

學表示，去年園區入駐項目達 46

個，簽約資金 326.5 億元，到位

資金 48.6 億元。項目涉及物流、

農產品加工、化工、建材、機械

等多個產業。山東金正大集團、

深圳芭田集團、甕福小野田等一

批大項目落戶園區，其中甕福小

野田項目即將投產，金正大集團

項目正在建設中，將在今年上半

年建成投產，深圳芭田集團項目

已動工建設。

　　　

人本解讀

得益於開放發展，甕安工業園

區實現了三大突破，但是究其核

心，則是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凡

事為人民群眾考慮打算。正是這

種執政理念和工作方法，甕安工

業園區去年征地達一萬多畝，拆

遷800多戶，但是沒有一戶上訪、

沒有一家強拆。

鄧忠學介紹，從建園區開始，

甕安就在為周圍的老百姓打算，

讓利給更多的拆遷戶。

為保障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

題，園區去年通過財政補貼，將

國家征地補償標準從原來的 25 元

/ 平米提到 43.5 元 / 平米，僅這

一項，每畝地的補償標準就至少

提高了 12000 元左右。

此外，全縣通過財政補貼還將

征地後人均耕地不足 0.5 畝的農

民，全部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

政府一次性補繳 60%，這些農民

只要滿 60 周歲後，每月將能領到

800 元的養老保險金。

依靠養老保險解決了老年人的

生活問題後，對於中青年失地農

民。鄧忠學說，甕安的做法則是

建設職業學校到園區，然後讓落

戶到園區的企業來親自授課，再

將培訓後的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

讓他們享受工業園區的發展成果。

目前，總規劃可容納 10000 多

人的新職業學校主體工程已經完

工，今年九月份，縣城內的老職

校將主體搬遷到此。

征地拆遷在園區發展中是個老

大難的問題，拆遷的速度關係着

園區建設的推進。甕安在失地農

民的拆遷安置上，也做到了盡量

為民考慮、盡量讓利於民。具體

體現為充分尊重百姓意願，所以

為其設置了拆一還一、劃地安置

和貨幣補償等三種方式給予安置。

三大突破的人本解读

■甕安工业园内配套的包装企业

李凌的
甕安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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