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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經濟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受主辦單位貴州省黔南州委網信辦方面的邀

請，8月31日至9月2日，筆者在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各地實地調研經濟發展情況。經過前些

年和今年的實地考察走訪，對於貴州省未來經濟

發展筆者又有了全新的想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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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筆者
認為貴州近年

之所以能夠實現高
質量發展，有兩個
關鍵因素。
第一是近年來全

國基礎設施建設的
進一步完善，為貴

州經濟的穩健增長打下物質基礎。「想要
富先修路」，公路、鐵路、空中等交通線
路組成四通八達的網絡，令貴州成為了重
要的交通樞紐之一，釋放潛能，為貴州新
一階段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

大數據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第二是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大數據與實

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
筆者認為，數字經濟是通過強大的運算，
實現內地實體經濟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這
將為數字經濟領先的地區提供重大戰略機

遇，驅動多結構轉型升級以帶動貿易、消
費，進一步激活、釋放實體經濟潛力。
在此背景下，筆者認為，貴州省政府需

要繼續大力推進數字經濟在更多行業中的
應用，用豐富的經驗主導、引導國家數字
經濟標準體系建設，結合實際完善數字經
濟所需的實體基礎設施建設，加上培養專
業人才和專業平台，推進貴州實體經濟實
現高質量升級。

倡5方面推進經濟發展
首先，貴州需要進一步優化基礎設施建

設。隨着未來產業發展、人員流動、實踐
工作等活動產生，貴州的基礎設施建設必
須與高質量發展的數字經濟同步，一方面
能夠繼續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優化
幹事創業氛圍；另一方面能夠更好地契合
數字經濟發展，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產業
效率。
其次，繼續以省為單位，承擔國家用於

資源協調的產業工程，例如進一步深化
「東數西算」，就是讓西部的算力資源更
充分地支撐東部數據的運算，一方面緩解
東部城市運算緊張、另一方面提升貴州的
數字經濟實力，同時還能吸引全球知名企
業、國內行業間領先的企業來到貴州進行
投資、設立公司等。
第三，人才隊伍建設亟需加強。積極引

入各類人才進入貴州，無論短期還是長期
角度，都有助於增加城市勞動力、刺激經
濟增長，如外來人口能夠快速落地落戶並
能解決一系列家庭、生活問題，如配偶工
作、子女入學，再如購房購車等，能增強
在黔工作人才的歸屬感、幸福感，增加對
人才的吸引力、提高留住人才的概率。
第四，繼續保持好原有的產業優勢，例

如抓牢傳統白酒產業優勢，在保證白酒質
量不變、不影響白酒市場的前提下，嘗試
通過新工藝、新方式創新新產品；打造貴
州白酒旅遊體驗特色小鎮。
第五，堅持不懈抓好環境保護。「走遍

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貴州」的貴州形象宣
傳片已經深入人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貴州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純天然的公共
產品，也是普惠的民生福祉，更能為社會
經濟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強國提

速》。本欄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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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七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八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七月份工業生產#

七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七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七月份來往賬盈餘(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貨幣供應#

預測
-

55.2
-
-

702億
-
-

24.6萬
-

上次
-3.7%
56.7
+3.3%
-0.5%
796億
176.7億
1324億
23.2萬
+3.4%

註:#代表增長年率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大鵬

西柏坡客棧掌勺人 不走尋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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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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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訂圖則申請的通知
現特通知大埔市地段第183號A分段第1小分段（部分）及第183號A分段第2小分段（部分）；及丈量約份第11約
地段第199號D分段餘段（部分）、 第199號D分段第2小分段（部分）、 第627號餘段（部分）、 第627號A分段
（部分）、 第628號C分段（部分）、 第629號A分段餘段、 第629號A分段第1小分段（部分）、 第629號A分段
第2小分段（部分）、 第630號（部分）、 第631號餘段（部分）、 第631號B分段（部分）、 第636號A分段餘
段（部分）、 第636號A分段第2小分段餘段、 第636號A分段第2小分段號A分段、 第636號A分段第3小分段（部
分）、 第636號C分段餘段、 第636號C分段第1小分段、 第636號C分段第2小分段、 第636號C分段第3小分段、 
第636號D分段（部分）、 第639號A分段餘段（部分）、 第639號A分段第10小分段、 第639號A分段第8小分段
（部分）、 第639號A分段第9小分段（部分）、 第640號（部分）、 第649號、 第652號B分段、 第654號、 第
663號A分段（部分）、 第711號A分段第3小分段（部分）、 第711號A分段第5小分段（部分）、 第713號餘段
（部分）、 第713號A分段（部分）、 第713號B分段（部分）、 第755號、 第851號餘段（部分）、 第852號
（部分）、 第853號餘段（部分）、 第857號餘段（部分）、 第860號（部分）、 第862號A分段餘段（部分）、 
第862號B分段餘段、 第863號A分段餘段、 第863號B分段、 第1381號餘段（部分）、 第1383號餘段（部分）、 
第1384號B分段餘段（部分）及第1762號（部分）的擁有人，我們計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2A條，申請修訂大
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TP/30，將「綜合發展區(1)」地帶改劃為「住宅(乙類)13」地帶；以及將「政府、機
構或社區」的最高建築高度限制從2層放寬到8層，以作擬議住宅、零售、公共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之發展。

申請地點面積約2.99公頃，擬議地帶及發展限制如下： 

涉及地段及政府土地

大埔市地段第183 號A分段第1小分段（部分）及第183 號A分段第2小分段（部分）；及丈量約份第11約地段
第199號D分段餘段（部分）、 第199號D分段第2小分段（部分）、 第627號餘段（部分）、 第627號A分段
（部分）、 第628號C分段（部分）、 第629號A分段餘段、 第629號A分段第1小分段（部分）、 第629號A分
段第2小分段（部分）、 第630號（部分）、 第631號餘段（部分）、 第631號B分段（部分）、 第636號A分
段餘段（部分）、 第636號A分段第2小分段餘段、 第636號A分段第2小分段號A分段、 第636號A分段第3小
分段（部分）、 第636號C分段餘段、 第636號C分段第1小分段、 第636號C分段第2小分段、 第636號C分段
第3小分段、 第636號D分段（部分）、 第639號A分段餘段（部分）、 第639號A分段第10小分段、 第639號
A分段第8小分段（部分）、 第639號A分段第9小分段（部分）、 第640號（部分）、 第649號、 第652號B分
段、 第654號、 第663號A分段（部分）、 第713號餘段（部分）、 第713號A分段（部分）、 第713號B分段
（部分）、 第755號、 第851號餘段（部分）、 第852號（部分）、 第853號餘段（部分）、 第1381號餘段
（部分）、 第1383號餘段（部分）、 第1384號B分段餘段（部分）、 第1762號（部分）及毗連政府土地

現有地帶 擬議地帶 擬議最高住用 
總樓面面積

擬議最高非住用 
總樓面面積

擬議最高 
建築物高度

「綜合發展區(1)」 「住宅(乙類)13」 95,641平方米 800平方米 主水平基準上102米

涉及地段及政府土地

丈量約份第11約地段第711號A分段第3小分段（部分）、 第711號A分段第5小分段（部分）、第857號餘段（部
分）、 第860號（部分）、 第862號A分段餘段（部分）、 第862號B分段餘段、 第863號A分段餘段、第863號B
分段及毗連政府土地

現有地帶 擬議地帶 現有/擬議最高住用 
總樓面面積

現有/擬議最高
非住用總樓面面積

擬議最高 
建築物高度

「政府、機構或社區」 「政府、機構或社區」 - - 8 層

Fantastic State Limited
 2022年9月5日

「我叫趙麗霞，婆婆叫王文
婷，外公（婆婆的父親）叫王耿
忠。四七年五月至四九年三月，
外公在中央工委做過中灶，坊間
戲稱他為西柏坡第一代紅色掌勺
人，外公的灶台絕活是蜜汁紅燒
肉。」3年前，趙麗霞從婆婆手
裏接過了炒勺。然而，她對養活

了婆家三代人的獨門絕技曾經並不上
心。
趙麗霞與老公張曉鴿是西柏坡中學

的同桌。初中畢業後，趙麗霞被北京
某機構選中給首長當家庭服務員，張
曉鴿則被部隊選中進入軍營。2007年
春天，這對昔日的同桌回西柏坡完
婚。婚後，趙麗霞生兒育女操持家
務，張曉鴿則外出挖礦包工，誰也沒
有介入農家客棧的打算。

2019年新一代「接勺」
客棧有七張餐桌，八間客房。外公取

名紅澤酒店。2019年，外公去世後，
婆婆把客棧交給兒媳經營。趙麗霞說，
「男人們喜歡外出闖蕩，這是客棧連續
兩代女人當家的真正原因。」
王耿忠1927年出生。1947年5月，

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的時候，他在滹
沱河畔地主家的一間無名酒肆幫灶，
同年應召進入紅色大本營做了中灶。
「大灶伺職機關食堂，小灶伺職中央
首長，中灶伺職首長的家屬。外公將

西柏坡紅燒肉的做法介紹給小灶，毛
氏紅燒肉融進了西柏坡的成分。但是
這兩道菜傳到今天還是有明顯的區
別，比如，毛氏紅燒肉上糖色，西柏
坡紅燒肉上蜜色。蜜色就是用蜂蜜炒
色。」
1949年春天，外公沒有跟着大部隊

進京，留下來做了人民食堂的大廚。
1958年因為要修崗南水庫，舊西柏坡
沒入水底，新西柏坡和紅色舊居整體
遷到今天這片高崗之上。那次大搬
遷，王耿忠保留下來的唯一革命信
物，就是從中灶帶出來的一把鐵勺。
西柏坡紀念館開放前，他主動把鐵勺
捐了出去。作為革命文物，外公用過
的鐵勺不夠級別，始終沒有展出的機
會。但是，他篤信這一義舉遲早會發
光榮耀子孫。
女兒王文婷，也就是趙麗霞的婆

婆，她原本是一名英語教師，在時代
潮流的裹挾下承包了西柏坡餐廳。那
時，餐廳會偶爾有零星的外賓接待任
務，她用英語講述父親的紅色軼事，
為餐廳增加了不少粉紅流量。

兩代女當家 做法大不同
「2012年以前，婆婆掌管西柏坡餐

廳的時候，客流以團隊為主，營收以
公款消費為主。那個時候，國家富
裕，企業有錢，大河有水，小河滿，
生意特別紅火。」不過，趙麗霞認
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
市場競爭力，婆婆在西柏坡餐廳第二
輪競爭時敗下陣來。」
外公支持，婆婆努力。八年前，婆

家在西柏坡湖畔建起了屬於自己的農
家客棧。趙麗霞作為客棧的新掌櫃，
起初還是主打蜜汁紅燒肉，美食播主
將蜜汁紅燒肉，當作升級版的毛氏紅
燒肉炒作，一度成為西柏坡的網紅美
食。

曾棄獨門美食 主打垂釣燒烤
客棧臨湖（崗南水庫又名西柏坡

湖）而立，碧水連天。遇到豐水年，
水漲船高。明月清風，客人躺在床
上，隱約能夠聽到大魚滑水的聲音。
之後，趙麗霞不顧婆婆反對，把蜜汁
紅燒肉雪藏起來，主推「垂釣水鮮，
自助燒烤」項目。

「客棧的陽台和露台，都可以拋竿
垂釣。小的半斤八両，大的超過5公
斤。」趙麗霞說，垂釣高手，一天收
穫幾十斤。「垂釣的收穫，可以帶
走，也可以在客棧烹調。」一些從不
進廚房的老闆，在趙麗霞的指導下學
會了紅燒、糖醋和清蒸。「美食教學
按重量收費，大魚每公斤10元(人民
幣，下同)，小魚每公斤15元。」
然而，新項目推出不久遭遇了疫

情。「那個漫長的冬天，門前冷落車
馬稀。」趙麗霞有點失望。

丈夫回鄉齊心造老味道
2021年春天，趙麗霞老公的鐵礦場

因環保要求而關閉，他在母親的鼓勵
下回到客棧，專心收集整理失傳的老
味道，幫助妻子再造西柏坡蜜汁紅燒
肉烹飪流程。
趙麗霞像做家常菜一樣，從冰櫃裏

拿出一條五花肉，用食鹽敷在凍肉
上，稍後再撒少許白醋，「這樣化凍
肉又快又鮮嫩。」「烹製蜜汁紅燒肉
有三個要點：第一熱鍋去毛；第二小
蔥、花椒水煮去腥；第三熱炸五花肉
去油脂。最關鍵的是炒蜜色，槐花
蜜、棗花蜜、荊花蜜炒色，乍看色澤
變化不大，細品味道各有不同。」
「毛氏紅燒肉，講究味道的穩定性；
西柏坡紅燒肉，追求味道的多樣
性。」或許，這是她的獨家見解。

八百里太行，從北到南，紅色景點星羅
棋布，最具規模和建制的莫過於易縣狼牙
山、阜平城南莊、平山西柏坡。如果拋開
其精神「補鈣」功能不論，單就其經濟效
益而言，增長空間還很大。

以西柏坡紅澤客棧為例，站在客棧觀景
台上，西柏坡紀念館、紀念碑、五大書記
銅鑄像、中共中央舊址等紅色建築群一覽
無餘。這家客棧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南
靠西柏坡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便在
疫情之前，西柏坡每年超過500萬的紅色
流量，也不曾將這家客棧餵飽。

每逢周末，趙麗霞都要到西柏坡停車場
拉客。一年前，記者就是坐着這位熱情的
老闆娘的電動車走進了這家客棧。

年輕人傳承老歷史
西柏坡曾經是個小山村，幾經搬遷擴建

早已抹去了歷史的痕跡。讓人感到欣喜的
是，像趙麗霞這樣一批走出大山闖世界的
年輕人回到西柏坡，開始重新設計自己的
家鄉。她在客棧外牆掛上一串串紅彤彤的
山辣椒，還計劃仿照外公的中灶樣子安一
口鐵鍋，餐桌上除了蜜汁紅燒肉、烤鮮
魚，還要增加蒸南瓜、燒土豆。

記者感悟到：西柏坡的紅色，是靠綠色
托起來的，快速發展的紅色小鎮，亟待綠
色給養。

◆ 西柏坡紅澤酒店經營者張曉鴿
（左）趙麗霞(右)。

紅
色
小
鎮
亟
待
綠
色
給
養

◆◆西柏坡五大書記雕像與紅澤客棧西柏坡五大書記雕像與紅澤客棧
近在咫尺近在咫尺。。

聯儲局主席鮑
威爾上月於全球
央行年會的鷹派
言論令市場對美
國貨幣政策鴿派
轉 向 的 憧 憬 破

滅。上周五美國公布就業市場數據
仍然偏強，深化市場對持續加息的
恐懼。最新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
示，交易員預期聯儲局將於9月底議
息會議加息75基點。美國加息周期
預料遠未結束，高息憧憬利好美
元，美匯指數一度再創20年新高，
風險資產表現不濟。

全球大部分進出口交易均以美元
進行，當美國加息，吸引各國熱錢
紛紛回流美國，若其他國家不跟隨
美國提高利率，其貨幣兌美元匯率
或將下跌，令進口價格變得更昂
貴，並進一步推高通脹。聯儲這一
回收緊貨幣政策來得又遲又急，環
球各地資金急急轉返美國的同時，
或將有更多基本面不穩的經濟體面

對挑戰。債台高築的阿根廷、土耳
其，還不起美元債務，斯里蘭卡則
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導致政權崩
潰，均是典型例子。

歐元區英國經濟甚弱
筆者認為，美國激進加息也將推

動全球其他央行持續地跟進，這對
全球經濟增長不利。對經濟的憂慮
或繼續削弱市場的風險偏好，避險
需求成為另一支持美元表現的重要
因素。舉對美元走勢影響最大的歐
元和英鎊為例，歐元區通脹高企不
下，引發市場擔心歐央行下周仍進
取加息，加速跌入經濟衰退。另一
方面，英國國內多個工會相繼罷工
要求加薪，當地10月還要大舉加電
及煤氣費，市場預期英國或陷入滯
脹。兩地的經濟表現甚弱之下，相
信歐元及英鎊未來較難跑贏美元，
美匯強勢難改。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

任何投資建議）

市場避險情緒高 美匯強勢料難改

��
��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美元上周維持探高走勢，受惠於全球
經濟疲軟帶來避險資金流及美聯儲政策
保持激進加息預期。美日利差不斷擴大
下，日圓兌美元於24年來首次跌破140
關口。日本央行審議委員中川順子周三
警告道，日本脆弱的經濟存在風險，強
調需要暫時保持超寬鬆的貨幣政策。美
元指數上周觸及109.99的20年高位，
美元飆升也打壓其他主要貨幣走低，澳
元和紐元觸及7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英
鎊兌美元則創下的兩年半新低。
本周市場焦點將是澳洲及歐洲央行的

貨幣政策會議，此外，英國周一將選出
新首相。
倫敦黃金方面，技術圖表可見， 10

天平均線跌破25天平均線形成利淡交
叉，而金價自兩周前失守
25天平均線後，則一直處
於此指標之下，中短線料
金價仍會維持弱勢，之前
守住的1,720美元亦剛於
上周三失守，接下來將關
注 1,677 這個關卡，自
2020年4月以來至今，金
價大致處於一個大型區間
橫盤上落，而2021年3月
8日低位1,676.10，3月31
日低位1,677.60，8月9日
低位1,684.30，至最近則

是7月21日低位1,680.25美元，可見此
區附近是一個重要的區間底部，需慎防
若後市一旦下破已守住近2年多的低位
區間，很大機會金價將迎來頗具規模的
下跌浪，延伸目標料為1,650以至50個
月平均線1,633美元，進一步指向1,600
關口。至於阻力位回看1,727及1,745，
關鍵料為25天平均線1,758美元。

銀價恐出現新一輪跌浪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RSI及隨機指

數維持下行，而價位在8月上旬多日向
上受制於21美元關口之下，至上周終
跌破7月低位18.11以至18美元關口，
若本周仍見居於此區下方，或見將迎來
新一浪挫跌，其後支持參考17.50以至
17.30美元，下一級看至16.90。至於上
方阻力則會回看18.30及18.55，較大阻
力看至18.9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