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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五个新高地” 走好富民强区新路
——乌当区在“强省会”行动中作出新贡献彰显新力度

何欣

旅游产业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驱动，是富
民强区的有力支撑。乌当区将坚持以全域旅游视角引领旅
游产业发展，推动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产业全域联
动、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成果全民共享，奋力实现旅
游大提质。

全景式打造旅游景区品牌。丰富完善“一心三区”格
局，深入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动“景点旅游”向

“全域旅游”升华。依托保利温泉等国家 AAAA级景区，推
进“温泉+旅游”融合发展，擦亮“温泉景城融合·游憩医养共
享”品牌，打造温泉康养大中心，建成知名养生休闲度假
地。引进优质市场主体，盘活云雾山、盘龙山、相思河等闲
置低效旅游资源，激活羊昌·花画小镇等现有景区，带活枫
叶谷、香纸沟等现有景点，全力支持万象温泉、“原味小镇·
醉美偏坡”打造成为国家 AAAA 级景区，让美丽乌当美轮
美奂、活力新城活灵活现。

全链条丰富旅游产品业态。以文为脉、以绿托底，构
建共创美丽、共建美丽、共享美丽的众生空间。立足“三
线”文化，丰富提升三线建设博物馆时代内涵；深挖红色
文化、水东文化精髓，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用城市文
脉擦亮城市地标。以民族文化为灵魂，围绕特色小镇建
设，打造新堡等郊游憩息胜地；围绕富美乡村建设，引导
农民“种庄稼”与“种风景”相结合，大力发展乡村特色
民宿，建设山体运动、非遗展示、养生度假为一体的醉美
乡村民俗休闲区、醉悦乡村健康生活区、醉闲乡村体验生
活区，实现农村田园、农业景园、农民家园共融共生，共
建共享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的都市“轻度假”领地。

全方位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快
旅游公路建设，提升旅游景区景点通达率，逐步实现旅游
景区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推动旅游景区聚合、景点
融合。加快区域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公厕、旅游标识系
统、旅游大数据平台等项目建设，改善旅游环境和条件。
强化宣传推介，放活旅游市场，充分展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美誉度，让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让乌当旅
游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 旅游富民、优质发展

打造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产城融合、城乡均衡发展是夯实区域经济的基础。乌
当区将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树立“以产兴
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城乡互动”发展理念，推动资
源要素合理流动、人口和城市发展相互协调，建设宜居宜
业宜商现代化新城，打造高质量的城镇经济，奋力实现城
镇大提升。

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一轴、双核、多组
团”的产城融合发展格局，“一轴”，即依托轨道交通 3号
线，打造乌当城市综合发展轴。“双核”，即形成以新添城
区为中心，联动东风片区、火车东站片区，打造与贵州乌
当经济开发区、洛湾云锦工业园、火石坡工业园融合发展
的“城市主核”；形成以贵州中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园为
重点，联动水田、下坝等城镇组团，打造产城融合健康生
态新城“城市辅核”。“多组团”，即以主题鲜明、功能完
善、产业兴旺为定位，打造新堡体旅小镇、百宜五彩小
镇、新场食养小镇等新型特色小镇组团。

夯实城乡协同发展新基础。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为中心，统筹实施“一圈两场三改”建设，加速城市有
机更新。全力打造特色步行街、商贸综合体、网红小店。培
育做大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带动城镇经济发展。深入推进

“六网会战”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三环五横五纵”骨架
路网结构，加快东新路、东三路、二十六大道等市政道路建
设，推进农村道路、贵阳精品旅游环线（乌当段）、羊昌至长
顺高速公路（乌当段）等道路建设，形成“对外大贯通、对内
大循环”的城乡互联互通交通路网格局。

释放区域开放发展新优势。深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发挥乌当作为贵阳东部产业新区唯一建制区优势，主动融
入对接国家和省、市战略规划，构建“南融、北拓、西
接、东连”开放发展格局，全面融入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
大格局，增进与全国、全省及周边区域良性互动、融合开
放。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机遇，建立开放新机制，深化对外
新合作，畅通对外开放大通道。借助数博会、生态文明国
际论坛等重大活动，大力宣传推介“美丽乌当·活力新
城”发展新优势。

■ 城乡统筹、均衡发展

打造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乌当区将以实现农业大发展为依托，
深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带动乡村组织、人才、文化、生
态全面振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全面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 严 格 落 实
“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户、突发事件致贫户的常态监测、动态
帮扶和有效防贫，严守不发生返贫致贫风

险底线。持续深化“共筑行动”，加强易
地扶贫搬迁“五个体系”建设，抓好产业
就 业 专 项 帮 扶 ， 扎 实 做 好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后半篇文章”。
提高现代农业质量效益。以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带建设为抓手，实施“百园百品”带
富工程，大力培育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
业态。打造阿栗杨梅、下坝樱桃、新堡葡萄
等具有乌当标识的特色品牌，提升农业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盘活农村“三块

地”，引导城乡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合理配
置。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乡村振兴。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稳步提
高农民收入。

强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强化村庄规划
引领，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特色田园综
合体建设，提升打造“泉城五韵”等传统村
落和特色民族村寨。充分利用都市近郊优
势，打造独具特色的富美乡村，吸引城市资
源要素流入，承接城市消费外溢，打造更多

高品质的周末消费领地，促进农业现代化与
新型城镇化有机融合。持续推进“千村整
治、百村示范”工程，到 2025 年，实现行
政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5%，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全覆盖。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建好“数智乡村”，让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
兴。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风文明达到新
高度。建立多元人才保障机制，鼓励更多农
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培育更多“田博士”

“土专家”，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 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打造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增强实体经济
动力，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乌当区将推动
大健康产业实体化发展，推动优势产业特别
是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奋力实现工业大突
破。

建设以先进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坚
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打造
医药制造、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协同发展的
现代工业集聚区。加快发展以中医药和医疗
器械为主导的医药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中药
民族药优势品种，打通中药精深加工、医疗

器械、研发孵化、检测认证、物流集散全产
业链，打造以化学药、生物药为重要支撑的
现代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先进装备制
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中高端制
造产业，打造“军工龙头+民营推进器”的
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
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做强食品加工
业，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导
向，联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加
工转化率，形成畜禽精深加工、休闲食品、
烘焙食品、调味品等多业态并进的食品产业

集群，提升农特产品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优化以产业园区为支撑的开放平台。强

化园区功能布局，建强贵州乌当经济开发区
平台，打造千亿级贵州中医药和医疗器械产
业园、五百亿级军民融合产业园、百亿级特
色食品工业园、百亿级大数据融合发展产业
园，巩固“1+4”开放发展平台，打造内陆
开放型经济发展试验区新的增长极。始终把
项目建设作为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树牢

“项目为王”理念，做好项目策划包装，力
争更多项目进入国家和省、市项目库，实现

工业项目签约、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达效全流程闭环管理。

壮大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市场主体。全
力培育壮大规模以上企业，大力引进和打造
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
和企业总部，发挥优质企业、领军团队的关
键带动作用。深入开展“千企改造”工程，
加快中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开发一批有标志
性、带动性的重点产品和重大装备，推动装
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转型。支持健兴、新
天、景峰等存量药企智能化改造。

■ 工业倍增、协同发展 打造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强
化初心使命的政治担当，也是关系民生的现实
问题。乌当区将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增进人民群众绿色福祉，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可持续局面，奋力实现生态大循环。

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制度，强化林、河、湖长制，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深入落实环境治理保护重点
工程，全面整改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全
力打赢蓝天、碧水、净土、固废、乡村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高污染综合治理和执法水平。严
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强化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开展破损山体、河湖湿地生态修复，实
施公园绿地建设和改造升级。培育和弘扬生
态文明新风尚，鼓励使用环保绿色产品。探
索建立碳达峰责任机制、碳减排倒逼机制和
碳中和激励机制，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

拓宽“两山”转换通道。坚持“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巩固提升全国“两山”理论
实践创新基地品质内涵，推动高品质生态环
境和高质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推行绿
色制造，推动传统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高制
造业资源利用效率。推进低产林改造和林相
提升改造，大力发展林菌、林药、林苗、林蜂、
林禽等林下经济。大力培育森林康养等高端
生态产业，丰富生态产品供给。挖掘森林生
态系统碳汇潜力，推动碳汇量交易。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加快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治理目标
责任制和评价考核机制，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终身追究制度。加强生态文明统计监测数
据评估、统计分析，探索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
任保险。巩固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实
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
范，提升突发环境问题的研判处置能力。

■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打造“两山”理论实践创新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在砥砺前行中描绘新画卷，在赓续奋斗中谱写新篇章。
展望未来五年，乌当区拥有发挥内陆经济循环腹地功能，

争当“四新”排头兵的天时之机；打造贵阳贵安高质量融合发
展增长极，勇做“强省会”先锋队的地利之势；迈出富民强区
新步伐，彰显赶超跨越新力度的人和之美，迎来建设“美丽乌
当·活力新城”的重大历史机遇。

乌当区明确了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50
亿元、常住人口达到 50 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拓展至 50 平方
公里的“三个翻番”目标。

新目标昭示新未来，新使命呼唤新担当。乌当区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统
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
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强省
会”行动中作出乌当新贡献、彰显乌当新力度，全力打造“五
个新高地”，走好“富民强区”新路，奋力开创“美丽乌当·
活力新城”高质量发展新未来。

市民乐享新家园。

健兴药业。 外国友人在乌当渡寨学布依簸箕画。 余正发 摄 偏坡乡农业科技观光园。 张德祥 摄

乌当区城区一景乌当区城区一景。。

智汇云锦智汇云锦。。 郑铁郑铁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乌当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