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城：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奔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定珲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逐梦前行，不
负韶华。

1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六盘水
市水城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这次大会，是水城撤县设区后的第一
次党代表大会，也是在“十三五”圆满收
官、“十四五”全新开局重要时间交集点
上的一次大会。

“十三五”以来，水城区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推进“中国
凉都·生态水城”建设，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年接着一年干，各项事业发展风生
水起，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经济发
展跨越赶超，城乡面貌飞速巨变，民生福
祉大幅改善，从严治党纵深推进，持续发
展的经济生态、公平正义的法治生态、和
谐幸福的社会生态、繁荣发展的文化生
态、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清正廉洁的政
治生态全面形成。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水城区

将紧扣中央和省市关于“十四五”时期高
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统揽全局，以“生态水城”建设为主题，
全力奋进新征程、奋斗“十四五”，乘势
而上打造“生态水城”升级版，再用五年
的奋斗，努力让水城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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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是水城发展历史进程中极为不
易、极不平凡、极有成就、极为出彩的五年。五年
的艰苦奋斗，五年的顽强拼搏，干出了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的成绩。

五年来，水城区集中力量办成了一系列打
基础、利长远的大事，解决了一系列惠民生、
增福祉的难事，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
接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年深学淬炼，全区上下思想政治更加精
进。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不
断增强“政治执行力”。

五年鏖战脱贫，剩余贫困人口实现如期脱贫。
——全面消除绝对贫困。2019 年成功实现

提前一年摘帽退出，2020年剩余贫困人口实现
如期清零，18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4.93 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 乡 村 变 化 翻 天 覆 地 。建 成 通 组 公 路
3257 公里，硬化路实现通乡联村串组到户，全
区公路总里程达 7240 公里；建成山塘、水库等
各类水源点 108 个，铺设供水管网 8336 公里，
落实水务管理员 470 名，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
覆盖千家万户；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21344 户、透
风漏雨整治 13058 户，拆除破旧危房 11790 户；
完成改厨 11.3164 万户，改厕 52334 个，庭院、串
户路硬化 983.8 万平方米；城乡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 82.99%。

——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产业扶贫纵深推

进，基本实现每户贫困家庭都有多个产业叠加
覆盖；开发“八大员”公共服务岗位 10190 个，有
效解决 9635 个建档立卡群众就业，2020 年全
区就业人数达 30.2 万人；60841 人搬入城镇、搬
进园区景区；教育、医疗扶贫体系全面健全，实
现应助尽助、应免尽免、应保尽保；2020 年，城
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32790 元和
11386 元 ，与 2015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53.17% 和
60.64%。

五年奋起直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推动高质
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5年的 206.29亿元提
高到 2020年的 324.6亿元，年均增长 9.47%，2019
年水城成功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行列。

——农业产业迅猛发展。产业保有量从
2014 年末的 80 余万亩增加到 142 万亩，桃花蛋
鸡具备养殖规模330万羽，食用菌菌棒生产能力
达 3亿棒，农业总产值从 2015年的 53.32亿元提
高到2020年的80.5亿元，增幅达51%。

——工业发展提质升级。2020年煤矿生产实
现“零事故、零死亡”，全区煤炭调运量达 1381万
吨，实现历史最好水平；水城经开区铝产业园成
为贵州省上游产能最小，但下游配套最完善、要
素最齐全的铝产业集群基地，2020年产值达 60.4

亿元；玄武岩、锰锂新材料等产业异军突起，建成
全国最大的玄武岩纤维生产基地，在大连建设了

“飞地经济”新材料产业园。
——全域旅游精彩绽放。成功打造了野玉

海、百车河、北盘江、半方塘“四大龙头景
区”；成功打造了海坪彝族文化园、龙场白族
文化园、陡箐苗族文化园、米箩布依文化园

“四大民族文化园”；创建 4A 级景区 2 个，国
家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2 个 ，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1
个；2020 年全区旅游接待游客 821.27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2.99 亿元，在 2015 年的基
础上分别翻了两番。

——统筹城乡发展成效显著。完成 21个特
色小城镇建设，全区 32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实现
提等升级，城镇化率从 2015 年的 28.3%提高到
2020年的45.6%，提高了 17.3个百分点。

——招商引资成果喜人。2015 年以来，共
引进项目645个，投资总额达 1294.8亿元。

五年栉风沐雨党的民主法治建设不断迈入
新境界人大政协展现新作为各条战线作出
新贡献军民融合开创新局面法治建设取得新
佳绩

五年为民执政，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

跨越。
——教育发展连创辉煌。每年压缩行政经

费 6% 用 于 发 展 教 育 事 业 ，在 双 水 城 区 拿 出
1263 亩黄金地块用于建设学校；全区完成新建
或改扩建各级学校 244 所、创建省级示范学校 1
所、市级各类示范学校 129 所；2020 年高考本科
上线人数从 2014 年的 1380 人增加到 4152 人。

——医疗事业飞速赶超。建成覆盖区、乡、村
的三级公共医疗机构；创新采用合同制、聘用制
引进医务人员 1845名；实现每个村都有一个 250
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化卫生室，村村都有 2名以上
公职医生；建成两家二级甲等医院、建成7个中心
乡镇医院、21个乡镇标准化卫生院。

——就业创业大见成效。累计完成劳动力
培训 91540人次，培训后实现就业 69343人；有
效解决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复退军人、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4.2%以内。

——社会保障全面兜牢。落实低保贫困群
众兜底保障 60253 人，落实搬迁群众城乡低保
19234人。

五年铸魂育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不断开
创新格局。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掌控、对外宣传

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精神
文明创建成果辈出。

五年追绿护绿，生态水城不断绘就绿色新
画卷。

——生态画卷越绘越美。森林覆盖率从
2014年的 43.13%提高到 2020年的 63.55%，连续
5 年稳居全市第一，获得“省级森林城市”称
号；因地制宜打造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
乡村，促进山水田园与城镇乡村相生共融、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生态治理越抓越紧。深入实施“双
十”工程，全面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

“净土保卫”“固废治理”和“乡村环境整治”
五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区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 ， 千 人 以 上 集 中 饮 用 水 源 点 水 质 达 标 率
10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9.7%。

五年防危处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取
得新提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隐患底
线，牢牢守住政治领域风险、政府债务风险、
公共安全风险和社会领域风险。

五年管党治党，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实
现新突破。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干部队伍激情迸
发、基层组织创新发展、政治生态向善向好。

初心如故，奋勇争先。水城一步一梯，不
断把“生态水城”向纵深推进，成功闯出了一
条贫困地区以“大生态”建设助推整体转型发
展、加速跨越赶超的新路子。

笃定前行 以奋斗之姿铸就不凡业绩

时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又一个梦想升
腾的时刻即将来临。站在“十三五”与“十四
五”的交汇点上，水城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水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规
划的建议》，为水城未来 5年，乃至 15年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展望“十四五”，立足新起点新使命新征
程，水城精准分析和研判面临的形势与机遇，
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形势，勇
毅笃行、满怀期待。

乘势而上打造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升级
版。深入实施“4+1”驱动战略，全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
发展提质增效，确保“十四五”末全区 GDP 达
到500亿元。

——推动新型工业实现攀升式发展。全面释
放煤炭产能，确保 2025 年全区煤炭调运量达
2500 万吨、力争达 3000 万吨；大力推动高端补
链、终端延链、整体强链，确保 2025年产值达 200
亿元以上；推动玄武岩、锰锂新材料等产业加快
发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工业总产值达 800亿
元、水城经开区工业总产值达300亿元。

——推动新型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力
做大做强双水城区，加快“三地同城化”步
伐；支持水城经开区城市组团加快发展，尽快
打造成 15 万人以上的副中心城市；支持发耳、
阿戛等中心城镇做大做强，努力打造一批 5万人
左右的区域中心城镇；打造一批产业型、工矿
型、文化型、民族型、山水型特色小镇，形成
各具特色、生机勃勃的城镇发展新局面。

——推动现代农业实现裂变式发展。奋力推
进“农业大突破”，力争“十四五”末全区农业总产
值达 200亿元；推动“八大产业”全面进入增产丰
收模式，力争“十四五”末亩级猕猴桃面积达 8万
亩、亩产 1000斤的刺梨面积达 15万亩、亩产 1万元

的茶叶面积达 5万亩；推动供应链、产业链、销售
链、价值链“四链融合”，构建果品加工、屠宰加
工、肉食加工、包装加工、原料加工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新格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强化
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推动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
农业转变；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不断拓
展网上销售平台，打通线下销售渠道。

——推动旅游产业实现井喷式发展。加大
“四大骨干景区”“四大民族文化园”和其他各
景区景点的提升改造力度；推动野玉海、北盘
江、百车河、半方塘、南部园区等各景区设施
全面完善、功能全面提升；确保创建 1个 5A 级
景区或 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争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持续唱响“避暑+康养”“冰雪+
温泉”旅游品牌，大力发展山地旅游、体育旅
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

——推动债务风险防范取得根本性成效。
推动债务风险不断降级，确保将政府债务控制
在合理范围，切实经营管理好各个产业、各类
项目，全面实现盈利，力争在“十四五”期
间，有一批企业成功上市。

——推动产业大招商取得显著性成就。坚
持把产业大招商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确保月月有招商活动、月月有项目引进，
努力引进一批大项目、好产业。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决定
性胜利。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的常态
监测和动态帮扶，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和就业扶
持；扎实做好易扶搬迁“后半篇文章”，确保搬
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开创性成果。紧紧
扭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全力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引领带动乡村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组织振兴。

乘势而上打造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态升级版。
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坚持不懈推动民生改善，努力增进民生福祉，
努力打造更加和谐、更加幸福的社会生态。

——全面促进就业创业。深入推进全员技
能培训，确保“十四五”时期全区就业人员稳
定在 30万人以上，有劳动力的零就业城乡家庭
时时动态清零。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大力实施教育提
质“五年攻坚行动”，推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
培养一批“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打
造一批省级、市级示范学校，力争“十四五”
末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达8000人。

——全面提高医疗水平。大力实施医疗提
质“五年攻坚行动”，构建形成门类齐全、设施
完备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引进一批高端
人才，促进全区医疗服务水平整体提升；着力
创建两所三甲医院，创建几个综合收入达到亿
元以上的乡镇医院，努力做到“小病不出村、
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区”。

——全面织密社保网络。加快完善覆盖城乡
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保障机制，整合
社会保障资源，全面提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
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各类保障水平。

——全面守好风险底线。持续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坚决打赢“外防输入、内
防蔓延”阻击战；加快重大疫病防控体系建设，不
断提高重大疫病的防控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构建大安全防治格局；深化社会治理创
新，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创新群众工
作方法，切实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乘势而上打造繁荣发展的文化生态升级
版。坚持把文化生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来抓，全面构建开放、包容、自强的文化发展
机制，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推动文化产业大
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大创建、推动宣传水平大
提升，开创各领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新局

面，努力打造更加繁荣、更富魅力的文化生态。
乘势而上打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升级

版。坚定不移践行生态文明思想，驰而不息守
护好水城的绿水青山、田园乡愁，不断厚植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努力打造山更青、水更
秀、地更绿、景更美的自然生态。

——推动生态空间绿色升级。确保“十四
五”末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65%、空气质量优良
率、千人以上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国家标准。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
色农业、绿色工业、绿色服务业，不断提升绿
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绿水青山
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积极倡导绿
色低碳、节能减耗的出行方式和日常生活方
式，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严格制止餐饮浪费，
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把生态文明理念转
变成自觉行动。

乘势而上打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生态升级
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政
治协商制度化发展，全面提升社会法治化水
平，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广泛汇聚各方力量、
深入开展军地共建、全面彰显法治正义，努力
打造更加公平、更显正义的法治生态。

乘势而上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升级
版。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提升党的
建设科学化水平，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行、
打造激情创业的干部队伍、锻造真抓实干的过
硬作风、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营造正气
充盈的干事环境，努力打造政治强、政令通、
作风硬、组织活、风气正的政治生态。

水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水城的前景
必定无限美好。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开创
新未来。水城区以初心不改、奋力向前的坚定，顽
强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苦干实干、奋斗不止的
作风，奋力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加速发展、加
快赶超、全面振兴，乘势而上推动“中国凉都·生
态水城”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升级腾飞！

乘势而上 打造“生态水城”升级版

水城陡箐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航拍图。 王瑞刚 摄

水城区用“黄金地块”建学校，切实保障
每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水城经济开发区玄武岩生产。
王瑞刚 摄

水城区阿戛镇电光村雅优服饰加工厂
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