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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过去 5年，贵阳市森林覆盖率从 46.5％
提高到 55%；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从 10.95
平方米提高到 13.16 平方米，增加 20.18%。
2020 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8.9%，
连续 5年稳定在 95%以上，环境空气质量连
续 4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全国省会
城市名列前茅；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
为 100％，水质总体优良；中心城区昼间区
域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三级，昼间道路
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二级，全市噪
声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且呈一定程度改
善趋势；全市辐射环境整体保持良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效

2018 年以来，贵阳制定印发 《贵阳市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实施方案》，通过全方位强化大气环境质量
管控，全流域强化水环境治理，全地域强化
土壤环境整治，全流程强化固体废物无害化

处置，全面统筹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制
定实施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工作方案》，全面
消除 29处城市黑臭水体，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显著。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取得实效

中央启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以来，
贵阳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紧紧咬住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
投入，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和全
国人大执法检查等指出问题整改。截至目
前，各类国家级检查指出的 19 项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除“磷石膏综合利用”需要长期坚
持整改和 1个问题正在申请销号外，其余问题
已全部完成整改。

强力推进“一河百山千园”建设

“十三五”期间，贵阳始终坚持发展与生态并
重，强力实施“一河百山千园”行动计划。推进南

明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建 18 座污水处理
厂，将南明河流域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每日 165.08
万吨；分离清水入河、污水入管，对 19 条排水大
沟实施清污分流等整治工程。目前，南明河中心城
区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部分区域达Ⅲ类及以上。推
进“百山治理”，完成全市 230 个山头绿化提升和
景观美化。推进“千园之城”建设，新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山体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等
各类公园 660个，全市大、中、小、微各类公园达
1025个，拓展了市民生态活动空间。一河清流、百
山拥城、千园竞美的“山水林城”已然呈现。

绿色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十三五”以来，贵阳坚持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发展道路，充分挖掘地理气候、生态
环境、公园景区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旅游业和大健康产业，加快建设以生态为
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建成一批绿色化、循环
化产业园区，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
万 元 GDP 综 合 能 耗 较 “ 十 二 五 ” 预 计 下 降
25.64%，实现了生态价值最大化、经济价值最

大化、社会价值最大化和旅游价值最大化的有
机统一，全市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经济体系基本
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逐步完善

过去 5年，贵阳先后修订 《贵阳市大气污
染防治办法》《贵阳市绿化条例》 等地方性法
规，进一步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
系；出台 《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执法联
动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生态保护“司法、
行政、公众”三方联动机制；印发实施 《贵
阳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问责实施办
法》《贵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实施方案》《贵阳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 等文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管
理。围绕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大力推
动生态环境机构改革，成立了市、县两级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组建了新的市级生态环
境局、各区 （市、县） 生态环境分局及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生态环境保护
统筹、监管及执法能力显著提升。

贵阳市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经济体系，空气质量名列全国省会城市前茅

全力守好生态底线 构建生态环保新格局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谌思宇

本报讯 （记者 罗文福 通讯员 陈
勇） 清镇市流长苗族乡通过发展刺梨、复合
式山地农业等举措，在群众家门口培育产
业，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增收。

流长苗族乡黑土村刺梨种植大户张发坤
依托刺梨种植，实现个人脱贫致富，年收入
20 余万元。2018 年，他与村里其他村民成立

刺梨种植合作社，带动 13 户村民发展刺梨种
植，实现脱贫增收。

2020 年，黑土村共种植刺梨 5000 亩，
是流长苗族乡刺梨种植核心基地。2020
年，流长苗族乡累计种植刺梨 1.5 万亩，参
与农户 1410户，其中贫困户 109户，每户年
平均增收 1.1 万元以上，该乡已建成贵州省

刺梨产业示范园区。
为破解发展产业单一、群众增收渠道

窄、抗风险能力弱等突出问题，流长苗族
乡将刺梨、养蜂、黄豆等多个单一产业结
合，积极探索“1+1+1>3”复合式山地农业
发展模式。

流长苗族乡在各村发展“刺梨种植+蜜蜂

养殖+黄豆种植”“肉牛养殖+蚯蚓养殖+蔬菜
种植”模式，通过单一产业有机联合，资源互
补、收益共享，实现“一地生多金”，走出一条
复合式绿色山地新农业发展之路。据介绍，流
长苗族乡还种植了元宝枫 1.2 万多亩、韭黄 850
亩，带动 7200余户 2.88万余群众 （贫困户 420
余户 1100余人），户均增收2750元。

1+1+1>3

清镇市流长苗族乡复合式山地农业助农增收

本报讯 （修 文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郭振
东 罗竣凌 伍维玉） 1
月 6日，在修文县阳明洞
街道办程官蔬菜基地及
六屯镇长田蔬菜基地大
棚里，村民们正忙着收
割大白菜，一棵棵大白
菜被装进袋子，装车准
备送往贵阳农产品物流
园……冬日的蔬菜基地
一片繁忙景象。

近日，强冷空气来
袭，寒潮雨雪天气接踵
而来，为了保障贵阳市

“菜篮子”不断档，修文
县已全面开始蔬菜冬季
保供工作。

笔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
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大
棚内的蔬菜并未受到影
响。时下，基地种植蔬
菜的大棚不仅有高标准
大棚。还有用来育烟苗
的大棚，在烟苗种植结
束的空档期，将空置的
大棚全部种植蔬菜，既
提 高 了 大 棚 的 利 用 率 ，
保障市场供给，同时也
为村民带来增收。

“大棚里的蔬菜是持
续种植，只要车能够到
基地，基地里随时有蔬
菜保证供应。”修文县农
业农村局蔬菜产业专班
副班长、蔬菜办主任蒋
维艳说，目前修文县在
土蔬菜面积 8万余亩，凝
冻期间随时可以供应的
蔬菜面积 5000 余亩，上
市量 1.2 万余吨，其中露
地菜 3400 亩，能充分保
障日常市场蔬菜供应。

修文县为应对寒潮
雨雪凝冻天气，积极对接蔬菜生产基地，畅
通产销对接渠道，减少因寒潮雨雪凝冻天气
带来的影响。下一步，修文县将做好蔬菜保
供基地的日报告制度，田间管理、市场调查
等工作，确保市场与蔬菜基地的对接精准。
在做好基地日常管理的同时，还将确保春节
前后的蔬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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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记者从贵阳市“聚焦脱贫攻坚，全力提升质量成色”新闻发布会获悉，“十三五”期间，
贵阳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构建“一河百山千园”自
然生态体系为路径，全力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全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生态环
境获得感显著增强，生态环保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本报讯 （记者 杨唯） 1 月 6 日，记者从
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获悉，在贵州省产业大招
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0 年驻深招商工作成果
通报中，高新区以 2030.4 分的成绩在全省 96 个
区县 （含行政区及各开发区） 中排名第一。

贵州省驻深招商工作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
下，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基础，通过“广东企
业+贵州资源”“广东市场+贵州产品”“广东总
部+贵州基地”“广东研发+贵州制造”等创新模
式引进珠三角地区优秀企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
更高水平、更宽领域上实现合作共赢的全省大规
模招商行动计划。

通报显示，2020 年在驻深招商工作中，高
新区累计对接企业 811 家，拜访商协会 169 家，
促成 123家企业赴高新区考察洽谈，成功签订框
架 协 议 23 个 ， 正 式 投 资 合 同 22 个 ， 投 资 额
161.88亿元，到位资金 18.62亿元。

贵阳高新区
2020年驻深招商成果全省第一

本报讯 （通讯员 邰芯雨 张亭） 1 月 6
日，观山湖区政府与苏商建设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产业招商、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与管理为核心产业，在全球基建领域拥
有丰富经验和领先优势的实体企业。2010 年进
驻贵州以来，由苏商建设集团、太平洋建设集团
等共同构成的严氏企业，先后与全省 9个市州的
72 个县区开展深入合作，有效带动各地经济发
展。下一步，该企业将在观山湖区建立贵州总部
基地，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将切实为观山湖区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观山湖区与苏商集团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记者 田菊） 日前，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 2020年第 54号公告，贵州忠辉重工有
限公司获批成为专用车生产企业。

贵州忠辉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生
产经营范围主要为起重设备、厂房结构件、非标
设备、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电动车 （电瓶
车） 的生产销售。为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企业效
益，贵州忠辉重工有限公司自 2018 年起重点开
展专用车技术研发及资质申报等工作。

为支持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贵阳经开区工
信局从项目推进、资金扶持、新型产业用地及生
产要素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企业发展。2020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赴贵阳经
开区开展忠辉重工有限公司新建专用汽车生产企
业生产准入审查。审查期间，贵阳经开区工信局
积极做好协调服务，保障审查工作顺利完成。

据介绍，贵阳经开区目前拥有 3家汽车生产
企业。

贵阳经开区
一家企业获专用车生产资质

本报讯 （记者 高伟） 日前，国家健康
委、全国老龄办下发 《关于表彰 2020 年全国

“敬老文明号”和“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
物”的决定》，授予 1287个集体全国“敬老文明
号”称号，授予 1977 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
范人物”称号。云岩区老年大学喜获全国“敬老
文明号”称号。

云岩区老年大学自 1998 年成立以来，积极
克服困难，扩大办学规模，目前已从办学初期的
200余人发展到 1900余人，设有舞蹈、时装、电
子钢琴、电脑、书画、古筝等 14 个专业 41个教
学班，已成为一所综合性老年大学。

云岩区老年大学
获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杨唯） 1 月 6 日，记者从
共青团贵阳市委获悉，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全国少工委联合开展的 2020 年度“全国优秀少
先队员”“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优秀少
先队集体”评选结果揭晓，贵阳市白云区沙文小
学闪耀中队上榜，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称号。

白云区沙文小学闪耀中队以开展主题学习作
为全体少先队员成长主渠道，每周坚持开展少先
队活动，内容涵盖小学生日常行为规则、感恩系
列教育活动、文明礼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等，
引导队员们在浓厚的氛围中牢记党的嘱托，勤奋
学习、追求上进，团结友爱、健强体魄。闪耀中
队还定期开展少先队小骨干轮换，以培养中队主
人翁的责任感。

白云区沙文小学闪耀中队
获“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

临近新年，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开展“妙剪生花 笔墨迎新”主题活动。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以生肖“牛”为主题的剪
纸、书写迎新春联等，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喜迎新年。

红红火火迎新年
通讯员 赵松 摄影报道

学生表演迎新主题节目。

学生正在剪纸。 师生一起贴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