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是一个刻度，5年是一段跨越。
1月 8日，清镇市第六届十三次党

代会召开。全会听取并审议市委常委
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清镇市
委关于制定清镇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

盘点清镇市 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脱贫攻坚”“对外开放”“项目
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生态
文明”“产教融合”……一个个关键词
亮点纷呈。

5年来，清镇市委、市政府带领
全市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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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发展量质
并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乡面貌
提档升级、改革开放蹄疾步稳、群众
生活更加幸福……城市的强劲活力和
现代气息喷薄而出：

过去 5年，清镇市经济发展量质
并进，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
达 9.6%，连续 4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
县 （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森林覆
盖率从 45%提高到 49%，空气质量优
良率在 95%以上，获批建设国家农业
公园；城乡面貌提档升级，职教、百
花、物流“三座新城”拔地而起，51
个美丽乡村成功入列全国县城新型城
镇化示范建设名单；改革开发蹄疾步
稳，生态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全国亮
点，营商环境建设走在全省前列，获
评“中国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县 （市、
区） ”；群众生活更加幸福，3642户
9998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83户搬迁群众实现了“搬得出、稳
得住”；城乡供水一体化覆盖率达 94%
以上……

一串串数字，展现的是发展的自
信与底气。盘点过去 5年，发展成绩
可圈可点；展望未来 5年，目标精彩
可期。

乘势而上开新局 接续奋斗启新程
——清镇市在“强省会”战略中续写高质量精彩华章

胡俯茂 罗文福

从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合金化项目、贵州顺
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铝合金圆铸棒生
产加工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到贵州正和天筑科技
有限公司成功进入2020年中国建材企业500强；

从贵州汉泽华源新金属有限公司 6万吨超
导铝合金材料加工项目即将试生产，到年产 6
万吨棉制品暨深加工生产基地建设有序推进；

全省首个吾悦广场 2020 年 11月隆重开业，
实现了大型中高端商业综合体零的突破……

这是奋进的 5 年，也是辉煌的 5 年，一连
串的数字背后，可透视清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色。从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工作的新格局，更能
窥探清镇不断增强的经济发展后劲：

68 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931 个审批事
项、383 个公共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
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按期办结率、按期回复率和
群众满意率均跃升到 100%……

透过这些亮点，我们也能听到，清镇近几
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斗足音：举全市之
力，用非常之功，全力打好三个攻坚战，强力
推进三大战略行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大力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坚持高标准建设“一区双
城三平台”……

将时间轴再拨回到2020年，这是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全会
的报告不难看出，2020年是清镇发展史上极不平
凡的一年，也是各项工作收获满满的一年。

这一年，清镇市“六保”“六稳”捷报频
传、战果累累：先后荣获2020年“中国营商环
境质量十佳县 （市、区） ”“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国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

“全国大健康食材示范市”“中国黔菜美食之都”
“全省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清镇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通过省级验收，清镇市物流园区

获“2020 年度全国优秀物流园区”，清镇经开区
上榜“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入选国家发改委

“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公示名单，清镇市妇幼保
健院成功创建全国样板妇孺国医堂。

这一年，清镇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方、
阻击有力，牢牢守住了“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清镇坚持把“人民至上”放在第一位，坚决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建立高效运转指挥体系，
实行县级领导包保乡 （镇、街道） 的工作制
度，层层压实责任，建立“三张清单”三级调
度”三个基本原则”的“三三三制”工作机
制，统筹保障资金、技术、人员，共投入资金
4450万元用于“九大能力”建设，成为贵阳市
第一家完成九大能力建设的区 （市、县）。千
方百计完成省领导交办的 180 余万只 （双） 医
用口罩和医用手套筹集任务，全力支持贵州天

使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扩大口罩产能，累计为贵
州省及国家调拨提供近 7000 万只 （其中捐赠
100万只） 口罩，先后派出7名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鄂州和省将军山医院，为全国、全省和贵阳
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清镇力量。

这一年，清镇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
贫困标签。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以

“两不愁三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重点，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高质
量打好歼灭战、收官战，全市30户以上村民组
100%通硬化路，443户有劳动能力家庭 100%实
现“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目标。全市 181 个行
政村配备标准村卫生室和 1 名以上合格村医，
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100%，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尽
保、应资尽资，全面落实“三重医疗保障”全
覆盖。投入财政资金 290.9 万元，消除农村住
房安全隐患 358个，有力保障群众住有所居和
居住安全。筹集各类资金 4.418亿元，打造清镇
市“一网三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络，全面巩
固提升农村 33.04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让农
村群众喝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并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新发展理念引领方向
把握发展机遇 发挥独特优势

只有坚持，梦想才能抵达。
全会认为，今后 5年，清镇市将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自觉树牢“一盘棋”观念，在“强省会”5 年
行动战略中，强化使命担当，把握发展规律，
保持战略定力，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战略
行动，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紧扣“一品一业、百
业富贵”发展愿景，聚焦实现“一个新提升”

“迈上五个新台阶”的目标任务，努力在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
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个 5年，面对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
的问题，惟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明确方向的
前提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起使，才能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开启清镇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实干，正是清镇人民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最真实的姿态。

会议提出，“十四五”期间，清镇将在贵
阳贵安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更具带动力的
火车头、西南地区更具影响力的重要增长极中
彰显清镇担当、展现清镇作为。

全力做大城市规模，加快建设百万人口区
域中心城市。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
城镇大提升，力争“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增
加到 75 万左右，服务人口增加到 85 万左右，
到 2035年常住人口增加到 100万左右，加快建
设百万人口区域中心城市，构建科学合理的城
市空间格局。

全力做大经济总量，加快建设两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聚焦新型工业化、旅游产业化，加
快建设以生态循环铝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
和以商贸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两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力争“十四五”期间这两大产业
集群产值突破 600亿元，到 2030年达到 1000亿
元。坚决落实“千百十”行动，深耕以铝及铝
精深加工为主导，以汽车零部件产业、绿色建
筑新型建材产业、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先进
装备制造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医药健康产

业为重点的“1+6”特色产业，加快铝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实现集群化精细化发展。按
照“一核两带三圈多点”布局，强化政策支持
和要素保障，做大做强国家级物流园区“开放
兴市”平台，着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
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质量，丰富具有山水园林
特色的商贸新城经济业态。

立足“小城市、大农村”的基木市情，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不断实践创新，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深入推进
农村产业革命，做大做强“枫蔬果茶畜”五大特
色主导产业，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创新研学
旅游、农业观光等模式，促进农业与文化、教育、
康养、旅游等融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在富美乡村建设方面实践创新，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风貌
保护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建设美
丽宜居的幸福乡村。

在城产教景融合上实践创新，充分发挥城

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探索“一企一
校”“一校一景”“一校一业”发展模式，促进职业
教育和产业体系资源要素集聚融合、优势互补，
形成城产互动、产教联动、教城融合、景城合一
的良好格局。深化诚信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
擦亮“诚信清镇”名片，打造“诚信+政务、诚信+
市场、诚信+法治、诚信+民主、诚信+人文”五大
环境，继续简化行政审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
强化“贵人服务”理念，持续开展营商环境大提
升行动和管商环境评价，打造一流的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全面扩大对外开放，集聚发展要素。优化提
升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开放平台，利用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周等活
动，深化“东部企业+贵州资源”“东部市场+贵州
产品”“东部总部+贵州基地”“东部研发+贵州制
造”等合作模式，加强与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经贸往来，推进东盟农产品交易
中心等一批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
度和广度。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积极搭建人
才干事创业平台，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施
青年人才引进和中职、高职、大学生留城创业就
业行动计划，实现人才大汇聚。

过去的 5 年硕果累累，未来的 5 年信心满
满。重整行装再出发，奋斗不息永向前。清
镇，又一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方位推动能级提升
立足发展战略 明确主攻方向

贵州 （清镇） 职教城贵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实训场景。

清镇市红枫山韵茶场工人在制茶。

清镇市芦荻哨新农村清镇市芦荻哨新农村。。 阳红阳红 摄摄

大美红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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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清镇市融媒体
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