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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煤都變涼都，「一城煤灰半城土」走向「一城青
山半城湖」。七年，「快進」交通體系、「慢遊」產

品體系無中生有、有中變優，詩和遠方觸手可及。
七年來，六盤水市在基礎設施建設、旅遊產品開發、旅
遊產業體系建設等諸多方面發力，一張白紙畫出了最美的
丹青！
在很多人眼裡，旅遊一直是工業城市六盤水的「短
板」，可這裡卻從來不乏豐富的旅遊資源：比比皆是的喀
斯特自然風貌，悠久的歷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化。
加之「冬無嚴寒、夏無酷暑」的獨特氣候資源，六盤水發
展旅遊產業佔據了天時、地利的先決條件。

發展，人心所向；轉型，時不我待
六盤水市大力踐行新發展理念，立足煤、做足煤、不唯
煤，全面推動產業轉型、生態轉型、城市轉型。
產業轉型，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機遇，加快轉變發展
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煤、鋁、建材等傳統產業升級改造
展現新亮點，「七大產業板塊」等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激發
新動能。
生態轉型，堅決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以「三變」
改革為抓手，獼猴桃、刺梨、春茶、食用菌為重點的八大
特色優勢產業高質量發展，「小康菜園」有價值、有顏
值、有品質、有氣質，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61%。
城市轉型，「十三五」以來，六盤水市把大山深處的

11.6萬貧困群眾搬進城鎮、搬進旅遊景區，以全國產業轉
型升級示範區建設為統領，接續不斷打造「中國涼都」品
牌，推動全域旅遊示範區建設。
2013年，六盤水市旅遊產業迎來了新機遇——承辦第八
屆全省旅發大會，並「借會發力」「借題發揮」。

還有至今已舉辦六屆的市旅遊產業發展大會，成為推動
旅遊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對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一地舉辦、全市聯動，一景引領、百景爭艷」。

全市聯動，百景爭艷
圍繞休閒、運動、康養、度假等主題，六盤水市打造了
牂牁江、妥樂銀杏、娘娘山、野玉海、月照養生谷等景區
景點，打造了滑雪、溫泉、索道、山地運動、低空飛行、
水上娛樂等新業態，建成牂牁江湖濱旅遊度假區、野玉海
國際山地旅遊度假區、烏蒙大草原旅遊景區、梅花山旅遊
景區等A級以上景區27個，其中國家4A級景區10個、省
級旅遊度假區9個。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把「中國涼都」，作為這座城市的
文化旅遊名片，推向全國與世界。
歷時十六載、連續十七屆舉辦的消夏文化節，已成為六

盤水的「當家品牌」，從文藝展演、成果展覽，辦成了
「文化的盛會、交流的平台」；從政府組織、群眾看戲，
辦成了「開放的平台、百姓的舞台」。涼都．六盤水夏季
國際馬拉松賽被國際田聯正式授予銅標賽事，帶動了一次
又一次萬人空巷、全民同樂，極大地激發了涼都人民的
自豪感和認同感。

距離已經不是問題
今天的六盤水，高鐵開通，高速縱橫，航空便捷，距

離已經不是問題。
來到畫廊六枝，美麗的牂牁江、神秘的夜郎國就在眼

前，曾經的一幕幕故國往事演繹了多少指點江山，幻化
出多少滄海桑田。
步入生態水城，北盤江大峽谷、烏蒙大地縫、野玉

海、北盤江大橋，還有南方緯度最低的高山滑雪場等奇

景美景不勝枚舉。
穿過魅力鍾山，「荷城八景」「三線建設」博物館講述
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和曾經的火熱場景，登上韭菜坪，則
又是「不遊韭菜坪、枉顧貴州山」的豪邁。
縱橫金彩盤州，烏蒙大草原上「風吹草低見牛羊」，娘

娘山國家濕地公園的「轉角遇洞天」，以及妥樂村裡的人
樹相依、根系相連、枝葉相吻，大美風景等君來！
來過六盤水旅遊的人都說，這裡全程清風為伴、全程清
爽宜人、全程美景相隨、全程美不勝收。
「三池三湖六盤水，千巖萬壑一涼都」。不久前，我市
旅遊產業發展又迎來利好消息——貴州省政府辦公廳下發
文件，支持六盤水市加快建設避暑度假和山地戶外運動目
的地。
以「旅遊新使命健康新生活」為主題的第十五屆貴州旅

遊產業發展大會即將在六盤水市舉行。時隔七年，再展會
旗，這是六盤水的擔當，也是難得的機遇。如約涼都．美
好同行，我們滿懷期待！
（特別說明，本報在刊發時，標題和部分文字有所修

改、增刪。本版圖片均由中共六盤水市委宣傳部提供）

汽笛震海，軍旗獵獵
此時此刻，青島軍港
雄壯的軍樂迴盪海空
2020年，9月3日
威武列陣的海軍「貴陽」艦、「棗莊」艦、「東平湖」艦
解纜啟航
揚帆出征亞丁灣、索馬裏海域
遂行第三十六批護航任務
將士憑欄站坡，揮手告別祖國
親人深情的目光為編隊壯行
向南！向南！向南
向遙遠的亞丁灣
為呵護十四億人民福祉，捍衛國家發展利益
驅離海盜，護航商船，維和反恐，聯結友誼
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不懼洶湧波濤，我們的戰艦踏浪而歌
曾記得，2019年，2月22日
「貴陽」艦入列當天，就開赴任務海區演練
慶祝人民海軍成立七十周年盛大海上閱兵
「貴陽」艦光榮地接受習主席檢閱
曾記得，「貴陽」艦、「棗莊」艦與航空母艦編隊訓練
流動的國土

99月月2121日日，，第十五屆貴州省旅遊產業發展大會在六盤水市盤州市召開第十五屆貴州省旅遊產業發展大會在六盤水市盤州市召開。。作為大會作為大會

舉辦地舉辦地，，盤州市及其所屬六盤水市盤州市及其所屬六盤水市，，一時成為世人和媒體關注熱點和焦點一時成為世人和媒體關注熱點和焦點。。一個巨一個巨

大的問號大的問號，，即是向來以煤炭和鋼鐵示人的六盤水即是向來以煤炭和鋼鐵示人的六盤水，，如何與旅遊二字沾得上邊如何與旅遊二字沾得上邊？？

為此為此，，本報委託六盤水市委宣傳部本報委託六盤水市委宣傳部，，組織刊發當地記者採寫的相關報道組織刊發當地記者採寫的相關報道，，以回應以回應

讀者關注讀者關注。。

一城青山半城湖一城青山半城湖
七年煤都變涼都七年煤都變涼都

組版要求：1、掛「貴州報道」報頭
（期號稍後提供）；2、本版大約劃分為
五分之四加五分之一兩部分。五分之四
為旅發大會特刊內容，五分之一為詩歌
（加編者按）。前者註明「第十五屆貴
州省旅遊發展大會特刊」字樣，後者註
明「點贊祖國 壯我軍威」小專欄題字
樣。

第 十 五 屆 貴 州 省 旅 遊 發 展 大 會 特 刊

9月3日，威武列陣的海軍「貴陽」艦、「棗莊」艦、「東平湖」艦
解纜啟航，揚帆出征亞丁灣、索馬里海域，遂行第三十六批護航任務。
作為貴陽日報傳媒集團原主任記者和普通市民，余岸木曾於2014年2月
22日，向貴陽市委、市政府領導上書《關於向海軍司令部申請命名「貴
陽」艦的建議》，並參與「貴陽」艦艦歌《利劍深藍》歌詞創作。2019
年2月22日，新型導彈驅逐艦貴陽艦正式加入人民海軍戰鬥序列，余岸
木應邀隨團出席入列儀式。之後，還兩次隨團慰問「貴陽」艦官兵。獲
悉「貴陽」艦出征，余岸木欣然命筆，以此詩作，壯我軍威。

──寫在海軍「貴陽」艦、「棗莊」艦、
「東平湖」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出征亞丁
灣、索馬里海域，執行第三十六批護航任
務之際。 余岸木

故事
鏈接

把道道航跡留在遠海大洋
還曾記得，遠洋綜合補給艦「東平湖」艦三赴亞丁灣
妥貼的保障使護航官兵心暖
2008年，12月26日
中國海軍「武漢」艦、「海口」艦、「微山湖」艦
首批護航艦艇編隊，浩蕩開啟遠海護航大幕
這一刻，人民海軍彰顯責任與擔當
這一刻，「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向世界宣示
這一刻，腥鹹海風吹拂肩頭的飄帶，水兵的目光向遠方
數萬海里藍色航程
多少個晚霞晨暉，一顆顆心靈相擁
漫漫海路，萬千舟楫，「中國軍艦是最耀眼的風景」
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浪濤佐證
這是人民海軍走向深藍的鏗鏘步履
這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生動圖景
「國家利益所至，我們使命必達」
茫茫海天，錚錚誓言在迴響
一個個寒暑春秋，一次次潮漲潮落
海軍官兵鐵血忠誠，澎湃豪情
智鬥海盜，接力護航，撤僑護僑，實戰演訓
中外被護船舶、護航編隊兩個百分之百安全
今天，在朗朗秋陽下

中國海軍「貴陽」艦、「棗莊」艦、「東平湖」艦
昂艏向遠方
故鄉兒女的心，相隨編隊遠航
向前！向前！向前
披堅執銳，伏波揚威
艦指亞丁灣
親愛的戰友，願你們勇立潮頭
抒寫新的華章
從遠方那片蔚藍，帶回滿滿的收穫
家鄉親人張開雙臂，迎接披征塵的戰艦高歌凱旋
我們在期待，那一刻美好的時光……
2020年9月6日

壯我軍威點贊祖國

向 遠 方

「這裡沒有『霧霾』，沒有
『輻射』；這裡冬無嚴寒，夏無
酷暑；這裡山奇水秀，風清氣
爽；這裡花海雲海，峽谷地縫，
奇景迭出；這裡文化多姿多彩，
民族風情濃郁.....」在杜昌麗如詩
般的描述裡，一幅美輪美奐的水
城風光躍然而出、入腦入心。
就在前幾日，一場關於縣域文

化旅遊的推介會在廣州舉行，玉
舍森林公園管理處主任、水城縣
文體廣電旅遊局局長杜昌麗將生
態水城的旅遊產業合作與發展前
景，向前來參加2020年廣東文化
和旅遊產業投融資對接會的社會
各界作推介。
在業內，杜昌麗可是一名「老

兵」，見證了從「玉舍國有林
場」到「玉舍國家森林公園」的
嬗變。
「文化旅遊產業是一個跨行業的

朝陽產業，不僅對經濟結構調整、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擴大對外開放
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已成為滿足人
們『幸福感』需求的重要方式之
一。」杜昌麗認為，省、市旅發大
會的接續舉辦，將為旅遊產業發展
注入激情、增添動力。
在杜昌麗的眼裡，水城之美、

無與倫比——神秘悠遠的北盤江
大峽谷、鬼斧神工的烏蒙大地
縫、如詩如畫的百車河、雄奇壯
觀的北盤江大橋、南方緯度最低
的高山滑雪場等200多個景區景
點，已有的2個4A、1個3A、5個
2A 級景區和 265 家酒店（民
宿），「中國最美休閒度假旅遊
名縣」實至名歸。今天的水城，
正日益成為省內外遊客嚮往的消
夏避暑勝地、觀光度假花園、運
動康養樂園。
隨着安六高鐵的通車運營，六

盤水「快進慢遊」旅遊格局基本
形成；省政府下文支持六盤
水市加快建設避暑度假和山
地戶外運動目的地；國務院
批覆水城撤縣設區……一個
接一個的利好消息傳來，水
城旅遊在發展「快車道」上
將卯足全力再提速，實現轉
型發展、創新發展、跨越發
展，水城旅遊風光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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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羊肉粉水城羊肉粉，，看看
着都想吃着都想吃。。

■■盤州市境內盤州市境內44AA噠啦仙谷全景噠啦仙谷全景。。

■玉舍雪山滑雪場。

第十五屆貴州省旅遊產業發展大會特刊
圖片說明：
Gzzym200918-01,■盤州市境內4A噠啦仙谷全景。
Gzzym200918-02，■盤州市丹霞山遠眺。
Gzzym200918-03，■盤州市妥樂古銀杏。
Gzzym200918-04，■玉捨雪山滑雪場。
Gzzym200918-05，■牂牁江畔戶外運動。
Gzzym200918-06，■境內世界第一高橋 ---北盤江
大橋。
Gzzym200918-07，■境內野玉海山地旅遊度假區，
有着世界最高螺旋盤升跨坐式單軌橋小火車。
Gzzym200918-08，■境內梅花山梅花坪風光。
Gzzym200918-09,■六盤水秋韻。
Gzzym200918-10,■境內六枝長角苗民族風情。
Gzzym200918-11,■苗族小朋友。
Gzzym200918-12,■水城羊肉粉，看着都想吃。

（本版圖片，均由中共六盤水市委宣傳部提供）

■六盤水秋韻。

■苗族小朋友。

■境內六枝長角
苗民族風情。

■盤州市妥樂古銀杏。 ■境內梅花山梅花坪風光。

將「2015年初冬，新型導彈
驅逐艦貴陽艦下水，余岸木應
邀出席下水儀式」這幾句，改
用「2019年2月22日，新型導
彈驅逐艦貴陽艦正式加入人民
海軍戰鬥序列，余岸木應邀隨
團出席入列儀式」。

特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