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修文猕猴桃产业园贵州顶好果业包装车间

里，工人在紧张忙碌着，猕猴桃加工产业发展促进了

当地村民就近就业。

云岩区圣泉社区的市民在家门口的惠民生鲜超

市（农投惠民生鲜超市圣泉流云店）购买蔬菜。

背街小巷整治让白云区大山洞街道的这条小巷

焕然一新。

·保障改善民生篇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

进。 ”

———摘自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

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让人民安居乐业、 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保障改善民生关乎“强省

会” 的底色、成色，贵阳市有信

心和决心让人民群众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

这信心， 源于一份份沉甸

甸的成绩。 “十三五” 期间，贵

阳市五年累计新增就业 101.6

万人， 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0305 元、

18674 元， 比 2015 年分别增加

13064 元、6756 元，年均增速分

别为 8.2%、9.4%。

这决心， 来自于贵阳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

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满足

多元化民生需求，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在实

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的大背

景下，“让民生保障在全省的

首位度显著提升” 这一庄重承

诺令人振奋。 “十四五” 期间，

每个贵阳人将享受到更多红

利———

在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上，

新增城镇就业 13.44 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67 万人，

保持城乡零就业家庭动态为

零；

在加大优质教育供给上，

新建、 改扩建中小学、 幼儿园

30 所，新增学位 3 万个，开工

建设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附属小学贵阳共建学校；

在改善群众生活环境上，

实施提升城镇品质 “十大工

程” 和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改造棚户

区城中村 5 万户、 老旧小区 5

万户，人民大道、花溪大道沿线

开发全面启动， 综合整治背街

小巷 360 条。

推进住有所居工程，建成

保障性住房 1 万套，完善长租

房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着力解

决好老百姓住房问题……

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

行动，努力抓经济、优环境、惠

民生， 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 贵阳市将发扬为

民服务孺子牛精神， 以更大力

度发展民生事业，以更大决心、

更强魄力、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

身边事，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

加充实、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措施点击

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构建全方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打造创业者、就业者友好成长型城市。 开发

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推动非全日制劳动

者较为集中的保洁绿化、批发零售、建筑装

修等行业提质扩容，增强养老、托幼、心理

疏导和社会工作等社区服务业吸纳就业能

力，确保每个居民家庭有 1 人以上就业。 落

实创业担保贷款、自主创业补贴等政策，引

导就业群体向城市新功能板块聚集。 实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吸引大学

生留筑就业创业。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农民

工返乡创业等扶持工程， 每年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4 万人次。 到 2025 年，新培育和孵

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00 家， 人力资源服

务就业规模累计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新

增 5 家省级示范基地、30 家市级、50 家区

（市、县）就业见习基地，人均 GDP 达到 10

万元左右。

加大优质教育供给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聚焦教育高质量

发展，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在全省走前列。

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创建， 每个乡镇

至少建设 1 个农村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资源

中心。 实施义务教育“公办强校” 计划，培

育壮大一批优质公办学校， 建成贵州希望

实验学校。 实施普通高中学校五年自主发

展计划， 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和高考综

合改革，建成一批“示范高中”“特色示范

学校”“示范中职学校” ， 实现城镇低保家

庭学生免费就读高中阶段学校。 省市共建

贵州数字科技大学， 推进贵阳护理职业学

院建成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争取“双一

流” 重点高等院校在贵阳贵安建设研究院，

建设东盟国家留学中国预科基地和东盟教

育小镇。 到 2025 年，在全省率先通过学前

教育国家普惠认定，2 个以上县区义务教育

实现优质均衡， 新增 1———2 所国家级、省

级示范中职学校和高水平高职院校，3———

5 个国家级、省级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

建设健康贵阳贵安

申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加快建设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建立统一、高

效、便捷的医保基金结算中心。 建设市级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 推动疾控机构和有条件

的医疗机构改造升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建

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推进城市

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互联网健康服务平

台等建设，实现市县乡村医联体全覆盖。 实

施全民健身补短板工程， 建成贵阳市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二期、 贵阳棋院新院等一批

公共体育设施， 新建一批覆盖城乡的智能

健身驿站和全民健身场地， 创建全国全民

运动健身模范市。 到 2025 年，优质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全市人口主

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 岁以上，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3 平方米以上， 城乡居民达

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

例超过 92%。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全覆盖。 制定基本养老服务办法和服务清

单，建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三社联动” 机

制。 到 2025 年，建成 100 个以上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 每个街道办事处至少建有 1

所综合功能养老服务中心， 全市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55%。

推动文化强市建设

持续提升“爽爽贵阳” 城市品牌影响

力，用好阳明文化金字招牌，大力彰显城市

特色、提升城市品位。 推进贵州省文化馆、

多彩贵州艺术中心、贵阳市博物馆等建设，

补齐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短板。 建

设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培育壮大一批文化

企业。 到 2025 年，成为多彩贵州民族特色

文化强省核心区，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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