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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谋发展，奋楫扬帆启新程。2月4日至7日，瓮安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及政协瓮安县第十一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胜利闭幕。肩负全县人民重托，来自瓮安

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集思广益献良策，

擎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今年“两会”，是在瓮安圆满完成“十

三五”规划目标任务、阔步迈进“十四五”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不平

凡之年的不平凡之会，必将凝聚气势磅

礴的攻坚力量，鼓舞和带动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万众一心、顽强拼搏，不断推动瓮

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上奋楫笃行，创造无愧于时代的

新业绩。

“十三五”：奋进新时代 实现新跨越
“2020年是瓮安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其不易的一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双
重影响，我们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州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在克服重重
困难中稳步前进，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5.1%，较2019年上升了7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2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增速较 2019年上升了 3位；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较2019年上升了10位；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4.8%（不含跨境项目投资），较2019年上升了1
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较2019年上升了1位；金
融机构存款余额 161.79亿元，贷款余额 192.89亿元；城镇
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1%、8.3%，分
别较2019年上升了1位、7位。”

盘点 2020年政府工作，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桂林
的话语掷地有声，令人振奋。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瓮安县
2020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三五”规划顺利收
官。“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决胜时期，这五年注定极不寻常。五年来，瓮
安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守好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推进“五大跨越
任务”，大力实施“五大精准行动”，着力建设“五个瓮安”，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大踏步前进，取得历史性大跨越。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创新实施“乡村网格化”，打
好“六大歼灭战”，聚焦“四个不摘”，坚持“三下沉”，做到

“五示范”，完成“双清零”，实现“两衔接”，东西部扶贫协作
有力有效，“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面实现。完成

“组组通”公路硬化 1356.66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寨全部
通硬化路。全县 4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6589户 62985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1.78万人搬出大山，综合贫困发生率从
14.5%降为零，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瓮安“三下沉五示
范”案例入选国务院扶贫办《脱贫攻坚前沿问题研究》专
题、产业扶贫模式入选中科院《连片特困区蓝皮书》。

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6.25亿元，年均增长9.96%。人均生产总值39400元。累
计完成财政总收入 106.7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2.24
亿元，分别是“十二五”时期的1.49倍和1.46倍。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长 12.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8%。农业总产值 57.56亿元，年均增长 13.2%。成功创
建省级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3356.05万人次，年均增
长22.95%。市场经营主体超过3.6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到77.36亿元，年均增长32.6%。瓮安经济发展综合
测评持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综合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实
现了从奋起直追到赶超跨越。

城镇建设全面扩容提质。县城建成区面积24.86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7%，城镇绿地面积 141.5万平方
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33 平方米，是 2015 年的 4 倍。
完成棚户区改造109.81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111.96万平
方米，完成老旧城区改造面积166.75万平方米。县城区骨
干路网全覆盖。有序推进10平方公里朵云拓展区建设，城
市发展空间格局优化提升。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猴
场镇成功创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城镇。城镇化进程指数
和示范小城镇综合发展指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瓮马铁路建成试运营，
并启动北延伸线全面建设，瓮安无铁路的历史结束。瓮
开、遵余高速公路瓮安段基本建成。全县新建或改扩建一
级公路 47.92 公里、国省干线公路 79.89 公里、农村公路
1091公里，县域内公路总里程2842公里。胜土水库建成并
投入使用，日供水能力增至4.6万吨，县城区饮水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598个，安装
水管5260公里。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全
面完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任务，村村通动力电。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深入实施国家级改革试点6
个、省级改革试点29个。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入选全国优秀
案例，瓮安民政工作获国家级表彰。率先在全省成功实施
出租车市场化改革。率先在全省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行
政村通客运率 100%。率先在全州开展科级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户籍制度改革经验全省推广。
累计申请专利1373项，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提升到2019
年的84.1%，名列全省第七位。瓮安县荣获“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率先在全省依法全面
取缔乌江流域瓮安段网箱养殖。率先在全省推行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率先在全省建立“莱茵河”污染
治理模式，瓮安河天文出境断面水体总磷浓度持续保持在
0.2mg/L以下，由劣Ⅴ类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县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96%以上。瓮安工业园区获

“国家级绿色园区”称号。率先在全州建成运行智慧环保
河长大数据平台、实现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建制镇污水
处理站全覆盖。治理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28个，复绿
面积 650亩。全县森林覆盖率 62.44%。先后荣获“国家水
利风景区”“贵州省森林城市”称号。瓮安河（湖）长制、瓮
安污染源普查工作获得国家级表彰。

民生社会事业取得全面进步。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放在首位，民生重点支出累计达到128.5亿元，年均增长
5.14%。城镇新增就业 27501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内。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建（改扩建）各级
各类学校 63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省级验收并获得
国家认定。加快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县乡远程医
疗和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基本社会保
险覆盖率 96.77%，城乡低保标准稳步提高，实现应保尽
保。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全
省第一方阵前列。

“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书写新篇章
五年的发展成就令人鼓舞，五年的艰辛历程让人难

忘。挥别“十三五”的峥嵘岁月，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又
一段航程即将开启。“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第一个五年。瓮安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以跳
起来“摘桃子”的精气神，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加快推进瓮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昂
首起步，强势开局。

瓮安县“十四五”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
实施新型工业百亿倍增行动、新型城镇宜居提质行动、现
代农业生态双增行动、旅游产业主体引培行动、基础设施
补短升级行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民生福祉持续增
进行动、改革创新聚力开放行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行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行动，争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示范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贵州临港
经济示范区、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黔中经济区
重要增长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瓮安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瓮安县“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是：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18%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
长10%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6%以上。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10%左右。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2%。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节能减排降碳等指标控制在省定范围内。经过五年
努力，经济建设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改革开放
开创新局面、社会治理能力得到新提升，高标准建设才智
瓮安、兴业瓮安、大美瓮安、活力瓮安、良治瓮安。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2021年是一个具有重大里
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两个大局”在此交织，“两个百年”
在此交汇，“两个五年”在此交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已经开启。瓮安将瞄准目标，励精图治，开拓进
取，万众一心，把“十四五”美好愿景书写在红色瓮安大地
上。

2021年，瓮安县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州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州委经济工作会议，县委十二届
十次全会、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围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旅游产业化主攻方向和六个方面保障支撑，大力
实施“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2021年，瓮安县政府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增长6.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10%、13%。城镇、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10%。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节能减排降碳指标控制在省规定范围内。

2021年，瓮安县将扎实办好“十件民生实事”：（1）发放
各类创业贷款6000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00人，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10000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5%以内。（2）农村低保提高到 4523元/年·人，城市低保
提高到 656 元/月·人，特困供养提高到 985 元/月·人。（3）
新增市场主体 4000户以上，建成停车位 2000个。（4）完成
玉山镇幼儿园、中坪镇幼儿园改扩建项目并投入使用。（5）
完成县中医院门急诊建设项目和瓮安县医疗废弃物集中
处置能力提升建设项目。（6）实施金龙花苑小区、河滨商住
楼小区等 7个老旧小区改造。（7）实施猴场、珠藏、玉山、平
定营、永和、建中等乡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改造管网50公
里。（8）打造10个社区微型消防站、10个村寨微型消防站，
小区消防演练和培训 100%，全县消火栓完好率 98%以上。
（9）建成大岩水库并下闸蓄水，解决10000人以上生产生活
用水。（10）完成清涟湖至梭罗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清莲
湖箱涵项目建设、富水桥河道治理工程。

围绕既定目标，瓮安将以发展现代化工为主方向，在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上实现新突破；以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为主抓手，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上实现新突破；以实施
乡村振兴为主阵地，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实现新
突破；以打造综合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在加快推进旅游产
业化上实现新突破；以建设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县为主攻
点，在加快生态环境持续治理上实现大提升；以狠抓产业
招商为突破口，在激发发展活力上实现大提升；以深化改
革创新为关键一招，在增强发展动能上实现大提升；以筑
牢风险底线为保障，在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上实现大提
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上实现大提升。同时，全面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县委的全面领导贯
彻始终，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强化质量效益意识、市场
意识、协调发展意识、过紧日子意识、安全意识，把抓落实
作为政府工作主旋律，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为瓮安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配套学校广州海珠小学配套学校广州海珠小学
（（瓮安五小瓮安五小））迎来开学季迎来开学季

新建瓮安至马场新建瓮安至马场
坪铁路全线开通坪铁路全线开通瓮安县建中镇金瓮安县建中镇金

丝皇菊丰收丝皇菊丰收

瓮安河瓮安河（（湖湖））长制工作获全国表彰长制工作获全国表彰 卢锡江卢锡江 摄摄

创业园工作车间里创业园工作车间里
机器飞速运转机器飞速运转，，一派繁忙一派繁忙
景象景象

治理后的瓮安河工业园区段治理后的瓮安河工业园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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