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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建设,需把握三个方向做好三件事
田成有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昆明 650000)
摘摇 要:云南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对外
开放的航标灯。 该文针对桥头堡建设提出要把握好三个方向,即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旅游产业发展方向、华
侨华人资源;做好三件事,即充分运用好国家政策、实施人才战略、做好桥头堡品牌推介。
关键词: 桥头堡;战略方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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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国务院批准并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

天然药物、中药、绿色食品、保健品、生物化工为主的

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意味

新兴生物资源产业,必将成为云南最有生机最具竞

着云南桥头堡建设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凝聚着中

争力的产业之一。

央对西南开放大格局的期待。 从对外开放末端变前

1. 2摇 旅游产业发展方向

沿的云南,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机遇面前,把

云南素有“ 彩云之南,万绿之宗冶 的美誉,拥有

握得当,云南的发展就可能突飞猛进,实现新的跨

优美的自然旅游资源。 云南境内有雄伟壮丽的山川

越;运用不好,则可能痛失良机,举步维艰。

地貌,除昆明、石林、大理、西双版纳等地区旅游景观

云南不是工业大省,发展工业在资金、技术等方

久负盛名之外;“ 三江并流冶 景观雄奇壮美;素有“ 东

面都有很多大困难。 但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多民族

方大峡谷冶 之称的怒江大峡谷比美国科罗拉大峡谷

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却是云南的天然优势。 建设

还要深,为世界著名的大峡谷;发育着现代冰川类型

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要充分运用自身优势,不

的玉龙雪山是世界上纬度最低的冰川,山上终年积

模仿、不照搬,以特色化、差异化、优势化和专业化为

雪,山下四季如春,从山脚河谷地带到峰顶具备了亚

发展重点,努力把握好三个重点发展方向,做好三件

热带、温带、寒带的完整的垂直带自然景观;地处印

关键事。

度与欧亚大陆两大板块边缘的腾冲火山群类型齐

1摇 把握好三大重点发展方向

全,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分布集中,居全国之首;建

1. 1摇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

就生物资源而言,云南的资源优势或者说资源

密集度在全国所有省区中无省可比。 云南是中国植
物种类最多的省分,素有“ 植物王国冶 的美誉。 几乎
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品种。
不少是珍奇种类和特产植物。 云南独特的气候和地
理环境,供养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享有“ 动
物王国冶 的美誉。 形成了寒温热带动物交汇的奇特
现象。
生物资源开发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新
兴产业之一,因此,在云南,开发以花卉、绿化园艺、

水燕子洞为特殊的地下喀斯特地貌景观,是亚洲最
大、最壮观的溶洞之一。
此外,云南民族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丰富多样。
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人口超 5 000 人的少数民族云
南就有 25 个,其中白、哈尼、傣、佤、拉祜、纳西、景
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 15 个民族

为云南特有。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风
格各异、类型多样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节日、服
饰、村舍建筑,构成云南旅游资源一大特点和优势。
第三,云南旅游资源具有跨境性。 云南与缅甸、
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总长 4 060 公里。 有出
境公路 20 多条,国家级口岸 10 多个,省级口岸 10

个,还有 86 个边境或边民互市点。 全省少数民族中
收稿日期: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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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6 个民族跨境而居。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这种地

相接、山相连、水相通、人相往的状况,形成极大的区

76

田成有: 桥头堡建设,需把握三个方向做好三件事

位优势,使云南成为民俗风情和边境的最佳去处。
第四是可利用和挖掘的潜力大。 位于中甸德钦

作用,为云南省经济建设服务,是云南加快桥头堡建
设,抓住发展机遇,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县境内的梅里雪山,冰峰相连,雪峦绵亘,气势非凡,

和突破点。

到如今仍处于半开发状态;位于怒江两岸的高黎贡

2摇 做好三件事

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素有“ 东方多瑙海冶 之称的

在正确把握好三个重点发展方向的同时,我们

澜沧江( 湄公河) 是东南亚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现

还必须做好以下三件事,这关系到桥头堡建设的成

在处于开发状态。 此外,还有很多举世奇观尚未向

败。

广大旅游者展示其风姿,处于藏于深山人未知的状

2. 1摇 充分运用好国家政策

况。

桥头堡建设既是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也

紧紧抓住桥头堡建设的有利之机,实现云南旅

是一个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 桥头堡建设

游产业的持续增长和强续发展。 必须加强旅游资源

表面上看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是构建平安

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开发,同时注重人文旅游资源

和谐云南,建立一个民富省强的和谐乐土。 恰当运

的利用和开发,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已开发

用好国家政策,不仅是云南民众的福祉,也是周边国

的旅游资源应不断完善其功能,增加其深度和内涵。

家民众的福祉。

对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多渠道进行开发。 开发云南

针对国家支持的五个战略定位,云南地方政府

旅游资源,要树立长远观念,为子孙后代保存珍贵的

要统一思想、加强学习,乘势而上,迅速行动,众志成

遗产和文化遗产,不要只顾及眼前利益,做到旅游资

城,着力构建桥头堡建设新高地。

源开发一项、见效一项、保护一项,使云南的生态、环

在运用好国家政策方面,云南地方政府要围绕

境健康协调,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和旅游区域。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提升开放水

1. 3摇 华侨华人资源

平、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

华人华 侨 总 数 约 3 349 万, 约 占 东 南 亚 总 人 口 的

面的重点工作,有的放矢出台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 二 00 八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显示,东南亚

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等七个方

6% ,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 73% 。 印尼、泰国和马来

在求发展创佳绩的同时,不过热、不贪大,确保向党

西亚三国是东南亚、也是世界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

和人民交一份明白账,坚决杜绝“ 豆腐渣冶 工程,不

国家,其华侨华人数量共达 2 345 万人,超过世界华

定时的开展自查、抽查、专项检查、明察暗访,全力推

侨华人总数的一半。 华侨华人资源或将成为云南桥

进桥头堡建设政策措施的落实。 在加快桥头堡建设

头堡建设的最主要发展动力。

的过程中,各级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总结经

侨资企业已成为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的宝贵资

验、调整思路,确保桥头堡建设在正确的航线上前

源。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目前,侨资企业已占云

进。

南省外资企业的 65% , 年总产值逾 240 亿 元 人 民

2. 2摇 实施人才战略

元。 海外华侨华人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优势。 在经

需一大批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的熟悉南亚东南亚

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

国情的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币,从业人员达 10 万余人,年上缴利税超过 20 亿

实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桥头堡战略,云南急

在谋求把当地经济和整个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尽

一是引进人才。 首先是引进富于独创性的中高

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与合作,在国际分工中追

级管理型人才。 这类人才具有创造能力,能够提出

求比较利益。 因此,拥有政策支持的云南必将成为

问题、解决问题,开创事业新局面。 这类人才应有大

华侨华人海外投资的首选之地。

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和亲

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缘,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我们是相通的。 因

和较强的创造才能,同时还要具备独立完整的个性

此,海外华侨华人拥有易于与我沟通、合作的优势。

品质和高尚情感等。

鉴于此,开发海外华侨华人的宝贵资源,发挥其独特

其次是引进实干型技术人才。 如创新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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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技艺型等人才,这类人才作为云南人才队伍的重

二是开通“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冶 的

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的增长、素质的提高,不仅关系

官方微博,把桥头堡建设的一点一滴动向及时向全

到云南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也关系

世界播报,让全世界对桥头堡建设有一个全新的认

到工人队伍整体素质的稳步提升。

识。

二是培养人才。 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切实

三是启动“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冶 海

把人才工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

外宣传攻势,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广告宣传方案,展现

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通过制定政策、营造环境、

“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冶 这一理念,拍摄桥头堡品牌形

整合力量、提供服务,为高技能人才加快成长、脱颖
而出和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使他们创业有机会、干事

象宣传片。 这样的品牌宣传活动,对建立良好的品
牌形象,无疑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四是组建“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冶 海

云南要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东南

外媒体播报组,及时播报和搜集与桥头堡相关的新

亚南亚语言文化、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

闻。 搜集不同声音,了解外界对桥头堡建设的想法

复合型人才。 这类人才不仅要懂南亚东南亚小语

和意见,及时进行调整修正,确保桥头堡建设在正确

种,而且还需具备经济分析、国际贸易、现代企业管

的航线上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对桥头堡的宣传要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切忌忽

三是运用人才。 要没有人才的支撑,建设面向

冷忽热:政策来了,所有媒体都是大版面的喊口号、

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无异是空谈。 坚决破除那些不合

表决心,一旦热度一过,这方面的宣传又销声匿迹。

时宜、束缚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观念、做法

这样做不仅会影响桥头堡的形象,而且不利于桥头

和体制,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

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不拘一格选人才、聚人才、用人才。 上下齐心,不务
虚、不空谈,做到“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冶 。

综上所述,《 意见》 的出台对云南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如果能强化执行力,把握好三个重点发

2. 3摇 做好桥头堡品牌推介

展方向,做好三件关键事,想要“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

在良好的区位和国家政策支持下,云南应主动

重要桥头堡冶 不成功也难。

地走出去,到东盟、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进行广泛的
招商和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云南,带动中国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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