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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岗 红花绽放春满园
秦波

红花岗东部，一座百亿级锂电材料产
业基地已初具雏形。

“二期项目建成后，公司将继续扩大
产能，打造 20 万吨产能正极材料生产基
地，预计年产值超300亿元，为推进新型工
业化、实现工业大突破注入强劲动力。”贵
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何
永洪说。

贵州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
研发、生产锂电池正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
业，也是国内三元材料生产的龙头企业，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3C 产品、电
动工具、储能等领域。该公司一期 1.5 万吨
产能全自动化生产线于 2019 年在红花岗
区深溪镇建成投产，目前正加速推进二期
6 万吨产能项目建设，在今年内可实现全

面投产，届时可实现产值 120亿元以上。
贵州容百锂电是红花岗区推进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领头雁”。近年来，红花岗
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高质量发展上来，
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按照“一二三四”总体思路，立足
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四个轮
子”一起转，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城镇大
提升、文旅大融合、环境大改善，努力把红
花岗打造成服务、支撑、引领“遵义都市
圈”的核心增长极。

凝心聚力春风劲，奋蹄扬鞭正当时。
2 月 15 日，红花岗区举行 2022 年第一季
度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据
了解，全区今年计划实施重大工程重点
项目 230 个，年计划投资 402.47 亿元，项

目涵盖工业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
社会民生、生态环保、文化旅游等领域，
将为该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
力、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蓄积更为强大
的潜能。

工业兴则红花岗兴，工业强则红花岗
强。“工业强区”成为红花岗经济社会跨越
发展的第一战略、第一目标、第一任务，在
贵州容百锂电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发展
历史悠久的红花岗，全力以赴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把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作为
全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厚积薄发的红花岗工业“新”出发。

2021 年，红花岗区按照省、市关于大
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
的相关文件精神和目标要求，大力推动新

型工业化发展，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
势。在 2021年高质量考核中，新型工业化
指数在全省一类县区中排名第 2名，取得
了近年来工业经济最好成绩，红花岗工业
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到 2025 年，红花岗区工业总产值突
破 400 亿元，增加值突破 100 亿元。”围绕
红花岗区工业发展目标，红花岗将结合辖
区已有产业基础和未来规划方向，全力打
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基地、资源精深加工
基地、航天航空关键零部件备份基地、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备份基地、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基地五大基地为抓手推进新型工业
化，为红花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以工业为突破口推动高质量发展

“直面作风建设、环境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来一场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来
一场作风问题的大起底，来一场能力水平
的大提升，来一场工作实绩的大比拼，以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痛下决心抓
好整改、狠抓落实，全力营造与中心城区
首位度相匹配的营商环境。”

2月7日，2022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红
花岗召开全区干部作风大整治、环境大改善
暨狠抓落实年启动大会，动员全区党员领导
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抓
住新国发 2号文件历史机遇，严格落实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打造
遵义创新发展“火车头”中坚定“首善”站位，
扛起“首善”责任，展现“首善”担当。

3月29日，红花岗区第一届“蜗牛奖”产
生。据介绍，为优化营商环境，惩戒工作中干

劲不足、办事拖拉、消极怠工等行为，红花岗
区设置、颁发“蜗牛奖”，该奖项的颁发旨在
警示驱动“获奖者”知耻后勇，端正服务态
度，提高干事能力，以更高标准、更高效率、
更高质量推进工作——作为遵义市主城区、
老城区的红花岗，正在通过这一场自我革
命，让老城区焕发新容颜，实现“新”出发。

红花岗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主动
对接遵义市红花岗区书童幼儿园有限公
司、贵州云果苗托育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负
责人，利用下班时间实地走访企业，及时
提出整改建议，并现场指导企业完善食品
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高效、快捷帮助企
业办证，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红花岗区税务局中华分局相关负责
人走进遵义华士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给
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解读税费政策和

辅导操作。“税务局主动上门宣传政策，帮
助企业减税降费，让我们享受到了应享的
优惠政策。”该公司会计、从事财务工作 30
余年的周建容切身感受到税务服务变化，

“原来企业更多是到办事大厅求助和办理
业务，而现在电子化办公，财务人员足不
出户就能办理，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关心
企业、宣传政策。”

位于红花岗区万里路的星力集团是
该区 2012 年招商引资的商贸流通企业，
2021年销售额达 5亿元。针对星力城与业
主因为“租赁税”一事产生的纠纷，万里路
街道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并联合区税务
局、区信访局等部门及时调解矛盾，让星
力城安心经营发展。

“几家单位在得知我们遇到的困难
后，都积极主动帮我们去给业主做解释，

并最终顺利解决了纠纷。”遵义星力城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昱告诉记者，红
花岗区对营商环境的重视，以及进一步提
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信号，让企业吃下
了安心发展的“定心丸”。

自全区干部作风大整治、环境大改善
暨狠抓落实年启动大会召开以来，红花岗
区各级各部门主动作为，以实际行动改进
作风，改善营商环境，以一流作风、一流环
境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项目大建设、市
场主体倍增行动和“民生大改善”，以一流
作风、一流环境擦亮红花岗服务品牌，全
力打造“办事不求人”的营商环境，以一流
作风、一流环境全力保障党中央和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抢抓新国发 2号文
件机遇，奋力开创红花岗高质量发展新的

“黄金十年”。

以自我革命下决心打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以前小区环境看着老旧，改造后让

人眼前一亮，路更宽，绿化更合理，让我更

喜欢在小区里散步了。”68 岁的穆桂彩是

红花岗区忠庄街道海尔社区区政府二号

小区的居民，改造后小区有了宽阔干净的

沥青路、整齐有序的停车位和漂亮的绿化

带，楼道里也铺上了地板砖，更换了新扶

手，让居住在该小区的 707户居民住得更

安心、开心。

2021年，红花岗区像区政府二号小区

一样实施改造的老旧小区共有 5个，改造

面积近 26 万平方米，惠及全区 2408 户

10000余人。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风景看红花。

一排排大树傲然挺立、吐翠竞绿，一座座

老旧小区焕发新颜、住得舒心，一栋栋高

楼巍然耸立、鳞次栉比，一座座厂房拔地

而起、机器轰鸣……在这生机勃勃的春天

里，430平方公里的红色热土上，正迸发和

酝酿出磅礴的发展活力与潜力。

作为遵义市主城区、老城区的红花岗，

已然奏响了高质量发展最强音，跑出了高质

量发展加速度。2021年，红花岗交出了一份

亮丽的答卷：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

位列全市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3.8%、位

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8.9%、位

列全市第三，新增入库市场主体111家、年入

库市场主体数量创近10年新高。

过去五年，红花岗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践行新发展理念，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等深刻影响，凝心聚力兴产业，排

难勇进克时艰，全力同心防风险，不遗余力

保民生，打造经济发展“主引擎”，统筹城乡

发展开新篇，拧紧社会稳定“安全阀”，基本

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

务，向这片红色的大地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绘出了红花岗幸福生活的新画卷。

五年来，红花岗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7.8%，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0.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10.5%。其中，2021 年，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36万元，比上年增

长 1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万元，比上年增长 15.4%。

一组组数字、一项项成果、一个个历史

成就，见证极不平凡的五年。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在跨越式发展的征程中，红花岗

步履铿锵，砥砺前行，踔厉奋发，奋力开启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迎着春天，红花岗向高质量发展目标

前进的活力澎湃。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红花岗跨越式发展

“春天来了，湿地公园的空气
好，花也开了，我约着朋友到这里
来拍照，大家都感到非常开心。”
随着天气升温，位于遵义市红花岗
区剑江路的忠庄河池湿地公园繁花
似锦、绿树成荫，成为市民赏景、
休闲的好去处，正在这里游玩的市
民曾君英高兴地说道。

这里原本是一处荒芜的湿地，
于 2018 年建成一座高品质的城市
湿地公园，美化了环境、扮靓了城
市，让城市更宜居。

这是红花岗五年来发展的一个
缩影。五年来，红花岗区牢记“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践
行“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
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
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坚持产业立区，坚持效益优先，坚
持环境为重，坚持守牢底线，坚持
民生为本，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在新的长征路上书写新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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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红花岗上，红花绽放映红城。
位于黔北的遵义市红花岗区是遵义会议召开地，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

地。87年来，在一代代红色基因传承中，在“四新”“四化”的新征程中，红花岗牢记
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汲取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经济社会、民生福祉等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2021年，红花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3.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3.8%，均位列全市第
一，在 2021年高质量考核中，新型工业化指数在全省一类县区中排名第 2。

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色红花岗新出发。

特写

红花岗城区鸟瞰。 （红花岗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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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波 摄

遵义市湘江河畔好风景。 游右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