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一年， 乌当区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

政绩和根本保障，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

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的重要指示

精神， 全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各级各部门落地

生根。

抓好党员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扎实推进“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强化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 组织党员干部不断深入学习党章

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

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面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

教育培训，强化干部考核和监督，形成干部选拔

任用科学机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强化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 推动基层党组织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强化“创新·连心” 工程，持续推进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强化党员意

识，提高政治觉悟。 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

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委中心组、民主生

活会、“三会一课” 等基本制度，每季度开展党建

党廉工作交叉检查考核评价， 增强各级党组织全

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意识。

推进党风廉洁和反腐倡廉工作。 始终保持监

督执纪问责高压态势，对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查处、

严肃问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指正。持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扎实推动监察监督全覆盖， 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

用，强化标本兼治，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本报记者 樊荣

过去一年， 乌当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加大资金投入、办好民生实事、回应群众期

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扶贫攻坚成效显著。 全面落实全省脱贫攻坚

“1+10” 政策措施，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

保障” 、121 条 276 公里“组组通” 公路建设、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等顺利推进，扶贫产业项目和干

部结对帮扶低收入困难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低收入困难群体实现全覆盖；全面做好对口帮扶

工作，与对口帮扶的天柱县、长顺县敦操乡在资

金帮扶、人才交流、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方面给

予帮助，落实帮扶资金 348 万元。

教育医疗优质均衡发展。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

的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痛点，改善民生

保障服务水平，回应广大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深

入实施“百校攻坚” ，投入 3.11 亿元新建和改扩

建教育项目 21 个，下坝九年制学校建成投用，新

增学位 3810 个 ， 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5422 人次 1563.89 万元。 完成市一医与区医院

医联体建设， 完成区医院与全区 10 个基层公立

医疗机构的“医共体” 建设。 全面落实“1+1+5”

医改配套政策，完成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网络

体系、统一预约挂号、人口健康信息等 5 个平台

建设。

社会治理得到创新加强。深入推进新型社区改

革，以大党委统揽社区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资源、管

理、服务下沉社区，实施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大数

据民生应用，着力畅通公众意见表达和参与管理渠

道。 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复审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

市复查测评顺利完成。“两严一降” 纵深推进；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

等工作，2018 年群众安全感达 99.47％， 全市排名

第二。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广泛开展“明

礼知耻·崇德向善” 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社会道德正能量， 开展活动

1700 余场次，受众达万余人次。 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大力推进“农民文化家园” 建设，健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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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铸辉煌 砥砺奋进谱华章

———乌当区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回首过去一年， 改革开放、生

态文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营商

环境……一个个关键词，标刻出乌

当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足迹。

预计，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199.5 亿元，增长 11％；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8％， 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64.4％，提

升 13.3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10.7％；规模以上服务业

增长 18.6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20.73 亿元；城镇、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4090

元、16976 元， 增长 8.5％和 9％；25

个省市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108.79 亿元……

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乌

当区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部署，是调结构转方式促

升级的换挡提速，是一步一个脚印

的砥砺前行。

A�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过去一年， 乌当区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 加强统筹、 步步深

入，扎实推进全区学习贯彻工作，营

造出旗帜鲜明讲政治、 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的浓厚氛围。

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

习、参加新时代学习大讲堂、业务知

识专题培训等形式， 引领全区党员

干部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四个服从” ，把

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贯穿于工作、

学习、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找准方向、 理清

思路、完善方法的根本遵循，通过区

委常委带头宣讲等形式， 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网络，确保全区上下

形成共谋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贵

州工作的高度关心关怀，通过常委

会议集中学、“口袋书” 自学、APP

学习问答等形式，对习近平总书记

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进行再学习、再研究、再领会，并对

照省委、市委有关要求，认真开展

“回头看” 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乌当落地

见效、开花结果。

过去一年，乌当区切实加强党

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优化产业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增长质量和

效益为主线， 推动全区经济向高

质量发展。

产业发展平台不断完善。 智汇

云锦大健康产业孵化基地（一期）

基本建成， 贵州·台湾大健康产业

（云锦）示范基地挂牌运营。 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及产业

园、 洛湾云锦医药食品新型工业

园、智客小镇、贵州智源大数据创

新创业基地等重大产业发展平台

建设快速推进。

大健康引领示范作用明显增

强。 强力推进 41 个重点项目建

设， 完成投资 56.9 亿元。 康美智

慧药房、光正医药智慧物流中心等

项目建成运营，医药产业总产值完

成 112 亿元。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

心、 乐湾国际老年养护院等 14 个

项目建成 。 贵黔国际医院 （一

期）、贵州阜安心血管病医院等项

目主体完工。 远程药业、友康达等

企业成为全省民族医药发展示范

企业、大健康和大数据融合发展示

范企业。

大数据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

高。 在“数博会” 上成功承办“大数

据 + 大健康” 高端对话和“智慧医

疗·数据先行” 等 4 个专业论坛。 空

间决策大数据、 智慧医疗等 4 个跨

平台数据融合深入实施。 汇聚创业

创新企业 275 家， 新增大数据规上

企业 6 家， 大数据主营业务收入

57.8 亿元， 增长 28.44％。 振华集

团 2 个项目获全国工业互联网示

范、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乌当

区块数据工程、 智慧水务及水利综

合管理大数据平台被评为省级典型

示范项目。

大旅游带动更加强劲。 大力实

施 《乌当区全域健康旅游规划》，

羊昌·花画小镇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

区。 万象温泉、 枫叶谷旅游度假区

等 4A 级旅游景区申报全面完成 。

“寻秘乌当” 微信公众号上线运

行。 全年共接待游客 1826.52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47.54 亿元，分别

增长 35.9％和 43.8％。

B�推进经济转型 发展质量稳步增强

中流击水， 奋楫者进； 发展关

头，改革者胜。

过去一年， 乌当区把全面深化

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

根本动力， 蹄疾步稳推进各领域改

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动力、释

放了活力。

统筹推进重点改革。 深入落实

中央和省、市各项改革部署，全力

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改

革、国有企业改革、纪律检查体制

机制改革等深入推进。 扎实推进

“放管服” 改革，新增各类市场主

体 2913 户，注册资本 59.28 亿元。

2083 项事务全部进驻政务大厅和

网上办事大厅办理，1886 个事项达

到“最多跑一次” 目标，取消各类

证明 19 项。 创新便民服务措施，受

理 98009 件、办结率 100％。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走访

服务企业，争取省、市支持产业发

展政策措施落地，加大对企业支持

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努力优

化政务服务，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创新融资模式提聚新动能，成功组

建贵阳择遇科金新兴产业创新基

金、贵州易华录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基金、乌当博众中小微企业双创投

资基金等各类基金 7 只。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坚持以重

大活动为契机精准招商、 有效招

商， 党政主要领导带队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开展小分队招

商 22 次，对接企业 68 家、签约项

目 26 个， 新引进国内 500 强企业

康美药业和医渡云、友乐活等 7 家

优强企业。 建成智汇云锦、台湾产

业园、韩国产业园、大数据双创基

地、智客小镇等产业综合体，挂牌

运营贵州省大健康医药产业技术

研究院，推进与云岩、南明、观山湖

的对接合作，深化与开阳的融合发

展，产学研相结合、区域融合发展

的模式日趋丰富。

C � 深化改革创新 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这一理念始终印证在乌当的发展

足迹中。

过去一年， 乌当区坚持以建设

全国首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载体，研

究制定《乌当区“两山” 理论实践

创新基地 10 年发展规划》，在全国

率先制定“两山” 理论指数监测指

标体系。 被中国报业协会授予首个

“两山” 理论创新实践基地称号。

深入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 强力推进全市首个生态环境大

数据试点建设工作，持续巩固“创

模” 、环保督察成果，配合推进高雁

垃圾填埋场技改升级工程，提升南

明河（乌当段）水体生态走廊建设

水平， 推动 “河长云” 公众平台

APP 等的开发应用，生态治理能力

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建成滴水岩、

沙鱼沟等 21 个生态公园， 强力推

进水东文化公园建设。 治理山体迹

地 59 个，植树造林 80245 亩，森林

覆盖率达 55.46％，保持全市第一。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产

业。 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科技信

息、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态。 加

快建设智慧旅游， 深度挖掘地方

文化， 推进健康运动与休闲旅游

融合发展， 实现农文旅一体化发

展格局。 偏坡、新堡、水田等特色

小镇和百宜罗广、 新堡马头等 15

个田园综合体建设有序推进，绿

色产业、 生态产业的业态越来越

丰富。

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和机

制。 严格落实“河长制” ，统筹抓好

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修复水生

态等任务，扎实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资源环境红线管理、 土地开发强度

约束、排污许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等制度建设。 健全环境保护督察机

制，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强

化环境执法监管， 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 13 起，林业违法案件 23 起，有效

管控扬尘、 垃圾秸秆焚烧等大气污

染源 ， 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

96.5％。

D�探索“两山” 转化路径 绿色发展深入推进

E�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以政治建设为引领

党的建设全面推进

乌当城区新貌。 韩德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