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综合实力显著跃升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经济工作，是发展的第一要务。

“十三五” 时期，云岩区持续优化

提升经济结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先

后荣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全国

投资潜力百强区”“全国绿色发展百

强区”“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等国家

级荣誉称号—————

这五年， 服务业持续保持领先优

势。 2019 年， 全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到 559.6 亿元，同比增长 7.2%，增加值

位居全省第一位； 全年旅游总收入突

破 845 亿元，旅游总收入连续 11 年蝉

联全省第一， 以全省总分第三的好成

绩顺利通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省级认定。

这五年，工业转型加快。 云岩区坚

持把“强实体” 作为主攻方向，积极建

设三马都市产业园， 在全市率先与贵

安签署合作协议建设贵安云岩产业

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这五年，商贸经济优势显现。 云岩

区总部经济、楼宇经济、首店经济持续

壮大，区域性总部企业达 568 家，税收

千万元以上楼宇达到 27 栋。 建成开业

贵阳印象城、云岩万达广场、数博大道

万达广场、益田假日世界、贵阳壹号等

一批中高端商业综合体， 全面打造中

高端消费高地。

……

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云岩

区前四年 GDP 平均增长率达 10.2%，

人均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65443 元

增长到 2019 年的 82647 元，比“十二

五” 末增加 26.3%，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位居省市前列。

城市更新加快步伐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产因城而聚，城因产而兴。 城市，

是产业之基，民生之居。

“十三五” 时期，云岩区始终立足核

心区实际， 持续优化城市配套建设，推

动城市加快实现有机更新，城市格局从

传统的“一环” 发展到“一核两轴三片

多点” ，展现出“美丽云岩” 新面貌，打

造“爱上云岩”新名片—————

城市品质大幅提升。 云岩区启动

实施沙河花园三期、万江小区、府苑小

区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初步完

成未来方舟城市综合体、 国际会议中

心二期酒店等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贵阳世贸中心、东懋中心、贵

阳恒大御龙天峰、 万科麓山等城市面

貌改善项目，城市面貌持续美化靓化。

交通体系更加完善。 中环路、人民

大道（云岩段）、数博大道（云岩段）建

成通车，轨道交通 1 号线通车运行，2 号

线全线贯通， 城市立体交通基本成型。

三马片区“五横七纵” 骨架路网全面提

速，延安东路延伸段、林城东路延伸段

启动建设，城市功能配套更加完善。

城市管理更加精准精细。 云岩区

大力推行执法“扁平化” 城市管理模

式，深入推进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治理，

稳步实施夜市摊区退街入市。 加强违

法建筑管控、 扎实开展 “大棚房” 整

治，城市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城市形象

进一步提升。

对外开放深度推进

城市活力持续迸发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 对

外开放，是激活区域发展的重要法宝。

“十三五” 时期，云岩区不断增强

开放意识， 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切实

把开放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

高规格完善政策体系。 云岩区先

后制定出台“招商十条”“安商十条”

等系列优惠政策， 研究制定贵安云岩

飞地产业园招商政策、 龙头企业奖励

措施、首店经济、夜间经济等特色经济

奖励扶持政策。

高质量优化营商环境。 围绕城市

环境造优和政务审批服务提升两大关

键环节，云岩区陆续出台《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支持政策》等一系

列惠企政策，激活市场活力。 同时，积

极打造线上线下“一张网” ，实现网上

可办率达 100%；推出企业开办“只进

一门、只对一窗” 服务，纳税“一厅通

办” 服务，方便企业办事。

高水准建强招商载体。立足自身实

际和产业特色，云岩区将招商引资和区

域发展联动起来，明确人民大道、未来

方舟、 三马片区等重点区域发展定位，

增强招商载体的项目集聚和带动效应，

打造特色产业发展“聚宝盆” 。

五年来，云岩区外贸进出口总额长

期保持全省领先，入驻发展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9 家，全区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开放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绿色发展全面发力

生态名片成色十足

绿树掩映、天蓝水清、空气清新，

是群众对“生态美” 的现实期许；绿色

发展、城乡和谐、生活殷实，是群众对

“百姓富” 的殷切期盼。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十三五”

时期， 云岩区深入推进大生态战略行

动，持续打响蓝天、碧水、净土、固废治

理、人居环境整治五大攻坚战，书写出

绿色发展的“云岩答卷” —————

碧水保卫战成效显现。 云岩区建

成小关、 松山、 未来方舟等 7 座再生

水厂， 贵医、 六广门再生水厂创造了

“全埋深度全国第一、 功能结构全国

首创、处理工艺全国一流” 的“三项全

国第一” 。

公园建设全面推进。 云岩区大力

推进“千园之城” 建设，公园总数达

138 个，完成“百山” 地块治理 1702

亩，新增绿地 10 万平方米，绿地覆盖

率达 52.1%，超过 50%的规划目标值。

废弃物治理达标合格。 云岩区全

面推进垃圾分类处置， 垃圾分类设备

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单位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单位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标， 均达

到国家目标要求。

蓝天保卫战成绩优异。 云岩区深

入开展扬尘、 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等治

理行动，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1%；推广地热能，未来方舟城市综

合体通过水源热泵和污水源热泵等可

再生能源技术，实现冬季供暖全覆盖。

如今的云岩，山的翁郁葱茏，托起

满城绿色；水的蜿蜒流淌，流露勃勃生

机。 随着一项项措施相继落地，城市的

生态名片成色十足。

社会事业以人为本

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一座幸福之城，须有鲜明的民生

底色。

“十三五” 时期，云岩区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深入

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的民生工程新路

径，各项民生事业迈上新台阶，民生保

障更加坚强有力—————

“三感社区” 试点稳步推进。 云岩

区率先在全市启动试点创建工作，将

盐务街街道宅吉小区、 渔安街道渔安

新城、 水东路街道甜蜜小镇作为首批

试点， 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夯实

民生基础。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连续举办四届

“黔·视界” 非遗文化艺术周，连续举办

三届“贵州省电子竞技大赛” ，开展“清

明茶祭王阳明”“红色文化漫步游”

“梦想在路上”“阅享云岩” 等文化品

牌活动，城市文化事业发展亮点凸显。

教育资源供给水平显著提高。云岩

区全面推进 “百校攻坚”“全面改薄”

及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 94%、公办率 43%、普惠率

7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5%以上。

结对帮扶精准有力。 云岩区累计

投入各类帮扶资金 7805 余万元，实施

项目 70 个， 覆盖带动贫困户 12.6 万

人，助推对口帮扶地“两县一街两镇”

全部脱贫出列， 为贵州撕掉绝对贫困

标签作出云岩贡献。

……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欲茂其末，必

深其根。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奋斗目标， 伴随着一项项民生事业

的稳步推进，一座更加富有民生情怀、

人民更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

代之城正在崛起。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夯实发展政治保障

奔梦路上，关键在党。 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 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

重大政治原则。

“十三五” 时期，云岩区始终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作

风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保障———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紧紧抓住“思

想建党” 这个关键，扎实推进“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创新开展“不忘初心·红色

漫谈” 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

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纵深推进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 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严厉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持续整治各类

不正之风、 深化政治巡察等系列措施，

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以增强党的

肌体活力为目标， 积极建强党组织书

记队伍，提升带头人队伍质量，选好基

层“领头雁” 。 深入开展“党员五诺”

等活动， 加强党员管理、 强化党员责

任，打造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

当的党员干部队伍。

铸魂固本强党建，引领奋进新时

代。 五年来，云岩区还坚决把“强基

固本” 作为重点，不断健全党的组织

网络体系、 统筹抓好各领域党的建

设， 全力以赴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夯

实战斗堡垒，推进基层党的建设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谱写出高质量党建

的云岩篇章。

改造后的坪子巷面貌焕然

一新。

流光溢彩的黔春立交夜景。

务实奋进踏歌行

风起潮涌正当时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回首向

来踏行处，今年胜景更迷人。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严峻

复杂的外部形势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云岩区在中央、省、市的坚强领导下，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全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党

的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这一年， 振奋人心的是脱贫攻坚战果

累累。 自 2016 年以来， 云岩区结对帮扶

“两县一街两镇 ” ，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7805万元，帮助实施产业项目 70 个，覆盖

带动贫困户 12.6 万人，成功助推 5 个结对

帮扶地脱贫出列。

这一年， 尤为不易的是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胜利。 全区 1450 名医务人员 “逆

行” 而上；在全市率先完成“五类人员” 的

核酸检测工作，率先设置定点隔离酒店，实

现排查管控、临床诊治、健康监测全闭环管

理；在全省率先推行“大数据 + 网格化” 排

查，1674 个小区单元管控率 100%，未出现

一起扩散失控现象。

这一年， 更加可喜的是贵阳荣膺全国

文明城市“四连冠” 。 全区上下连续作战、

齐力攻坚，44 个点位、5 个居委会、125 户

接受全国测评组的实地检查和入户调查，

为接过“四连冠” 的接力棒作出云岩贡献。

这一年， 十分提气的是经济发展实现

企稳回升。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850 亿元，同比增长 4%左右；财政总收入

预计完成 228 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成 33.06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

完成 426.23 亿元，预计同比增长 8%。 全区

旅游总收入约为 643.63 亿元，连续十二年

蝉联全市第一。

这一年， 激动人心的是改革效能充分

释放。 大力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革，成立云

岩国有投资控股集团， 实现国有企业战略

性重组。 深化“放管服” 改革，完成政务大

厅升级改造，36 家行政事业单位入驻大

厅，实现 562 项办理事项“一站式” 集中服

务，行政履职服务效率大大提升。

这一年， 催人奋进的是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提高。 全年完成实际利用外资 1.86 亿

美元，占全年目标的 94.17%；外贸进出口

额实现 9.324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5.63%，

总量排名全市第一。 招商引资成果显著，全

年新引进产业项目到位资金 129.17 亿元，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61.46%， 同比增长

99.55%；新引进产业项目 133 个，预计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 133%。

这一年，人心所向的是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云岩持续建成。 全面完成中央环

保督察及“回头看” 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消

除 12 处黑臭水体。 “千园之城” 建设稳步

推进，新增绿地 10 万平方米。 积极提升水

环境质量，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

定在 100%。

这一年， 令人欣慰的是民生福祉更加

殷实。 全年累计投入专项民生资金近 7000

万元， 提前完成 2020 年市级民生实事项

目。 全市首台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在庆丰院

小区启用， 天华苑小区成为全省首个加装

电梯全覆盖的老旧小区。建成全省首家“老

年人能力评估室” ，首家 24 小时智能百姓

健身房。 大力推进宅吉小区、渔安新城、甜

蜜小镇“三感社区” 试点创建。

这一年， 激励士气的是党的建设持续

走深走实。 顺利完成全区 17 家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挂牌运行工作。 大力推进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累计达标党支部 1056

个， 其中有 2 个省级示范支部、11 个市级

示范支部。建立党支部联系点 320 个、党建

示范点 43 个、党建示范带 3 条，开展政策

宣讲、调查研究等 450 余次。

务实奋进踏歌行， 风起潮涌正当时。

2021年，云岩区将勇往直前、拼搏进取，奋

力当好“强省会” 五年行动主力军，为建设

全国一流、全省领先、全市示范的现代化新

云岩不懈奋斗。

本版稿件由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黄秋月统筹 了解更多云岩资讯可登录 http://yunyan.gyw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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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践使命 勇立潮头向未来

———写在中共云岩区委九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之际

■ 题记

五年，是一个刻度，标注着发展的高度；五年，是一次跨越，丈量着发展的幅度。 1 月 13 日，中共云岩区委九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开启云岩“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盘点“十三五” ，省、市始终关心云岩发展，专门下发文件支持云岩区率先迈向基本现代化，对云岩区提出“要当好开放发展领头雁、工

贸并进示范区、中高端消费引领区以及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样板区” 的要求。

回望“十三五” ，云岩区委带领全区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强力实

施三大战略行动，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坚持高标准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云岩区用坚定信念指引征途，用不懈奋斗实现厚积薄发，迈出打造国际化高端消费品工贸并进示

范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坚实步伐。

本版稿件由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 文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回望 2020

渔安新城失地村民在社区车间

内接受就业培训。

提速发展的云岩区东线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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