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州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州总工会学习贯彻州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

1

月

7

日， 州总工会党

组传达州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并结

合实际，就州总工会下一步抓好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全州工会系统要加强

学习，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切实增强

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发展定力、工作

定力，紧密结合新时代工会工作的特

点，进一步准确把握脱贫攻坚决战之

年的重要意义， 不断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和新时代贵州精神，进一步

深化拓展工会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十

条路径”， 全力服务和助力脱贫攻坚

及易地扶贫搬迁的各项工作。 要围绕

中心， 引导职工建功

立业， 围绕州委的工

作部署， 把会员队伍

发展得大大的、 把中

心工作结合得紧紧

的、把竞赛活动组织得多多的、把职

工服务开展得实实的，通过广泛深入

持久的团结引领、维权服务、劳动竞

赛，团结和带领全州广大职工群众在

脱贫攻坚主战场、在民营经济各领域

建功立业。

会议强调，

2019

年， 全州工会系

统要紧扣州委七届七次全会部署，围

绕三大攻坚战等中心工作，认真组织

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教育活动

和“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技

能竞赛，团结动员全州广大职工群众

在各自岗位发挥主力军作用，助力全

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展现新时代职工群众新

面貌。 （州总工会办公室供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为黔西南州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而努力奋斗！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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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杨永英州长所作的 《政府工作

报告》。 会议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

,

分析问题客

观精准

,

部署工作扎实有力

,

充满了夺取脱贫攻坚根本

性胜利的责任担当

,

是一个彰显决心、提振信心、凝聚

人心的报告

,

符合中央精神、省委部署和州委要求

,

切合

黔西南州实际和人民意愿。 会议充分肯定州人民政府

过去一年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作目标、主

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

,

州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省政府和州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践行新

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守好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上主动作为，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呈现稳中有进、提质

升位、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较好地完成了州第八届人大二次会

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

2019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做好今年的工作

至关重要。会议强调，州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按照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全省经济工作

会议和州委七届七次全会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

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

刻把握“六稳”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三

大战略行动，加快发展山地旅游，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创建，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 、防风险工作，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加快打造

民族特色山地经济创新示范区， 奋力夺取脱贫攻坚决

战之年根本性胜利，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

定性基础。

会议号召

,

全州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州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保持定力、超常奋斗，万众一心，携手

前行，为夺取脱贫攻坚决战之年的根本性胜利、谱写黔

西南州新时代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州 2018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州人民政府提出的《黔西南州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2019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

同意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财政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

决定

,

批准《黔西南州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州 2018年全州

和州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全州和州本级预算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州人民政府提出的 《黔西南州

2018

年全州和州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全州

和州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 及

2019

年全州和州本

级预算草案

,

同意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财政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

,

批准 《黔西南州

2018

年全州和州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19

年全州和州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19

年州本级预算。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家富所

作的《州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州人

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

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强调，

2019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州人大常委会要

在中共黔西南州委的坚强领导和省人大常委会的精心

指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

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十二届四次全

会、州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

家作主 、依法治州有机统一 ，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总要

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新发展理念 ，继续围绕

打好 “三大攻坚战 ”，突出脱贫攻坚首要任务依法履

职，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保持定力 、超常奋斗 ，全力

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

不断开创人大工作的

新局面 ，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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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峰所作

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州中级

人民法院

2018

年工作

,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作

安排

,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

州中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

认真落实省委、州委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继续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打造专业化高、素质过硬的队伍，提高司法公信

力，为全面夺取脱贫攻坚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推动

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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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州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青所作

的《州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州人民检

察院

2018

年的工作

,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作安

排

,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

州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

,

认真落实省委、州委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 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打造专业化高、素质过硬的队伍，提升法律监督公

信力，为全面夺取脱贫攻坚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推动

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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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

(2019年 1月 12日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听取了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芝桦

所作的关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

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对文本草案进行了认真审

议，决定原则通过《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

畜牧业发展条例（草案）》，并授权州人大法制委员会按

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按有关程序报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上接第一版） 万峰林纺织项目一

期总投资

2.5

亿元，改造和使用现有标

准厂房

50000

平方米， 年生产

2800

万

米高档化纤仿真丝面料，

2017

年产值

达

1.7

亿元，利税

1500

多万元，解决就

业

400

余人。二期金州纺织项目总投资

3.2

亿元，主要建设年产

5000

万米高档

化纤仿真丝面料及

600

万米真丝面料，

项目可实现年产值

3

亿元以上， 利税

2500

万元以上，解决就业

800

人以上。

“在经济开发区， 主要立足扶持发

展建材加工、五金、小电子等中小微型

企业，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布置、聚集抱

团的模式，加快五金加工、小商品加工、

建材加工等产业的发展，努力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极。目前中小企业创业园一期

300

余亩场平工程全部建成，主骨架路

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现已有五金搪瓷

厂、聚羧酸高效碱水剂、鑫塖钢化玻璃、

绿壳蛋鸡、太阳能路灯、市政设施、薏仁

米加工等

9

家企业入驻落地，已投产

3

家。 ”贾光祥如是介绍。

来到兴仁工业园巴铃重工区，登高

铝业、煤制乙二醇中试基地、锦兴轻量

化等一个个重量级重工产业跃入眼帘。

进入登高厂区， 围绕厂房转一圈，

如同在足球场跑道走两圈。其建厂规模

之大，体现了公司在此干事创业的信心

和决心。

兴仁市

2016

年组建贵州兴仁登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接建设

50

万吨

/

年铝液及铝精深加工项目。 目前，项目

已建成

50

万吨的全部基础配套设施，

第一条

12.5

万吨

/

年铝液生产线已建成

投产， 第二条

12.5

万吨

/

年铝液生产线

预计年底可完成建设。

登高铝业只是巴铃重工区业态集

群的一招棋。 近年来，巴铃重工区依托

煤炭资源、地方电网、水利资源、综合建

厂条件等优势，以生态型铝产业、清洁

能源利用产业为主，拉动发电、装备制

造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和三废利用、建材

等产业聚集发展，打造成兴仁市经济增

长和财政税收重要支撑点。

通过六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兴仁两

大工业园区水、电、路、污水处理等基础

配套工程基本完成，功能配套设施逐步

完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已初步形成

了以煤电铝、煤电化、农特产品加工、轻

纺服装加工为主的“一园四区”发展格

局。

截至目前，阳极碳素、年产

2

万吨

氧化锌、 薏容生物科技等

64

家企业入

驻兴仁工业园区， 仅

2018

年前三季度

工业总产值就完成

48.64

亿元，解决就

业

4000

余人。

这是兴仁工业园区刮起的产业之

风，与大山里的风相比，显然这里吹得

更劲。

大产业格局在仁义之乡形成

兴旺之地，仁义之乡，大产业格局

正在兴仁这里逐步形成。

近年来， 兴仁市立足资源禀赋，抢

抓“千企改造”“千企引进”、东西部扶贫

协作等契机， 精准定位谋划包装项目，

强化东西部协作招商， 完善招商政策，

提升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落地落实，加

强党政一把手招商责任制，强长板补短

板，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快马

加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扶贫上

开拓了新路。

山地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深入实施“一县一业”产业扶贫，结

合“三变”改革，依托扶贫产业子基金，

推广“村社合一”模式，所有贫困户加入

合作社，重点培育及引进一批骨干龙头

企业参与扶贫，全力打造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示范区， 以产业兴旺促进群众增

收，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支撑。

紧紧围绕产业选择、 培训农民、技

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

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产业八要素”，

着力建设薏仁米、高山有机茶、精品水

果、现代牧业养殖、中药材、果蔬等六个

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深入推进产品

研发、精深加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延长产业链，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

导和推动更多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提

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切实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力争实现“产业兴

旺、生活富裕”。

大工业发展换档提速———

实施“大电强网

+

大产业”工业发

展战略，冶金、能源、建材、服装、食品加

工等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现代工业体

系初见端倪。

“煤电网铝

+

”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淘汰落后产能，关闭

4

家煤矿

9

万吨系

统；以机械化为重点的煤矿“六化”建设

完成

9

家，有效释放产能，煤炭产量达

到

328

万吨，同比增长

60%

。

实施“双千工程”，对

23

家企业进

行以信息化、 数字化为重点的技术改

造，围绕产业配套，引进技术含量高、成

长性好的企业

18

家， 省外到位资金

123.29

亿元。 重工区

220kV

、 轻工区

110kV

变电站建成投用，大唐兴仁电厂

一期

2×66

万千瓦热电机组“五通一平”

工程基本完成。 园区

5.6MW

光伏电站

并网发电；煤制乙二醇项目完成中交并

通水试车； 年产

10

万辆交通轻量化整

车装配生产线、 年产

30

万吨阳极碳素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年产

3

万吨锌浮渣

综合利用项目建成试产；登高煤电铝一

期年产

10

万吨铝液生产线建成投产，

开创了兴仁工业发展的新时代。

轻工区入驻

44

家企业。 万峰林纺

织二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年产

1100

万件牛仔服装项目建成

24

条生产线。

创业园区着力培育创业主体，搭建

创业平台，带动返乡农民工等创办企业

10

家。

强化服务打造“仁义”名片———

建成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引

进中国网库等企业打造中国薏仁米产

业电商基地。新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点

15

个，全县达

135

个，电商企业发展

到

78

家，实现电商进村入户，拓展了农

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了黔货出山。

大旅游发展方兴未艾。 强化 “旅

游

+

扶贫”发展模式，推动

10

个省级乡

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旅游产业发展

带动

1800

余名贫困人口脱贫。 投入

6

亿元， 建成马金河等一批重点旅游景

区。放马坪高山草原景区纳入全省生态

体育公园建设， 二期工程建设加快推

进， 景区管理实现市场化， 列入全省

100

个旅游景区， 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

景区。绿荫河、马金河、鲤鱼坝和薏品田

园列入国家

3A

级景区。

2018

年接待游

客

35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7

亿元，旅

游业实现“井喷式”发展。

无论是减贫摘帽还是撤县设市，产

业发展，为之输送着源源动力。

今天的兴仁， 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大产业发展正扬帆

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