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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再出发之年。 昨

日， 云岩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正式开幕。 云岩区人大代表在回顾过

去一年的同时， 谋划云岩区未来的发展大

计，加快推动云岩区的高质量发展。

云岩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大会是

云岩区认真总结 2018 年工作， 安排部署

2019年任务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实现云岩

区“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领头雁，打造国际

化高端消费品工贸并进示范区， 建设公平

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核心区奠定基础，努

力建设全国一流、全省领先、全市示范的现

代化新云岩” 的奋斗目标汇聚了强大合力。

核心

提示

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云岩

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王黔指出，在

2018年， 云岩区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830 亿元、增长 10.5%，总量继

续保持全省第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46.13 亿元、增长 5%；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252.5 亿元、增长 7%；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16 亿元、 增长 9.5%；

财 政 总 收 入 185.49 亿 元 、 增 长

10.14%；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3.4 亿

元， 增长 2.29%；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1.02 亿元、增长 3.43%；十项民生支

出 40.63 亿元、增长 8.06%；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35958 元、

增长 9.1%。

在会议上，云岩区提出 2019 年经

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

值确保增长 10%左右， 力争增长

10.5%； 固定资产投资确保增长 13%

左右，力争增长 15%；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确保增长 2.1%， 力争增长 2.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确保增长 9%左右，

力争增长 9.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确保增长 5%左右，力争增长 8%；引进

省外实际到位资金确保增长 25%，力

争增长 26%；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确保增长 9%，力争增长 9.5%。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内。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 2019 年

云岩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核心在于

把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

发展作为根本要求， 体现到云岩发展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接下来，云岩区将

强力推动中高端制造， 引领中高端消

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有效

供给与有效需求“无缝对接” ，实现产

业业态升级； 启动建设三马现代都市

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具有科技汇聚、

产业转型示范、 国际开发水平的现代

都市型产业园区；继续实施好“千企引

进”“千企改造” 工程，完善云岩区中

小型企业配套政策， 鼓励辖区中小型

实体企业快速发展， 形成经济增长的

新支撑；依托云岩区内商业载体，引进

更多国际知名商业企业品牌， 大力发

展进口贸易供应链服务企业， 催生一

批中小型商贸主体，依托全省旅游业

井喷式发展的良好态势， 强化商

旅联动，促进旅游购物消费。

2018年以来，云岩区全力推进城市开

发建设，全年改造棚户区 10272 户、160.1

万平方米，基本完成区内人民大道，轨道

交通 3 号线征收工作；加快推进枣山路贵

铁棚户区改造项目、 同城大道延伸段、马

王路连接段等征收工作；以盐务街、六广

门为试点的城市“三变” 改革项目取得突

破，率先在全省成立社区共建、共享公司。

同时，云岩区精确定位三马片区发展

方向，编制完成三马片区最新城市、产业

及路网规划；东片区沿河七公里逐渐成为

贵阳市民休闲、聚会、就餐的首选聚集地；

西片区征收工作取得大进展，宏阳机械厂

二、三、四期地块及工矿棚户区 A 地块成

功挂牌出让，轮胎厂地块启动开发；北片

区小关污水处理厂建成完工，进入调试运

行阶段，雅关、偏坡整村搬迁即将启动。

记者了解到，在 2019 年，云岩区

将继续坚持产城融合， 推进城市品

质迭代升级。 以棚户区改造为契机，

以片区开发建设为抓手，着力构建“一核

三片” 产城空间布局，逐步实现对城市的

机能修复、功能重塑和动能转换。 力争完

成棚户区改造 1.5万户、153万平方米。加

快推进人民大道沿线、三马片区、小关片

区、东山片区等 16个重点项目建设。

在老城区，云岩区将以喷水池带动延

安路、北京路等沿线，布局银行、保险、证

券、会计等产业的金融服务功能圈；以大

西门辐射带动市西路沿线， 布局大型商

业、餐饮酒店等产业的“新市西” 商业休

闲功能圈； 以紫林庵辐射带动瑞金路沿

线，布局金融、会计、律师、信息咨询等产

业的现代商务服务功能圈；以大十字辐射

带动中华路、中山路、小十字周边区域，布

局现代商贸、新闻传媒、文化创意等产业

的文化服务功能圈；以中建华府、中大国

际辐射带动大营坡、 观山东路等周边区

域，布局大型商贸、时尚购物等新都市产

业功能圈。

2018 年， 云岩区全面落实三级

“河长制” ，全力开展南明河、市西河

等水环境治理， 加强阿哈湖饮用水源

保护，推进贵医、六广门、松山等再生

水厂项目建设；新建旭东山体公园、崇

义城市公园、天誉城社区公园等 12个

公园，全区各类公园总数达到 118个，

新增绿地 10.16万平方米， 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 97.48%； 全力实施 50 公里

背街小巷综合整治， 提升改造免费公

厕 40座，清掏整治化粪池 1218座，常

态化精细化治理陕西路、 普陀路等 7

个规范夜市摊区，拆除违法建筑 65.7

万平方米。这些成绩，让云岩区被评为

2018年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

在 2019年，云岩区将持续深入开

展环保专项行动和环境安全隐患大排

查，推进南明河流域、金钟河、小关湖

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水质净化工程、景

观修复工程， 完善民间河长巡河检查

制度，确保实现南明河（云岩段）除臭

变清目标；完成贵医、六广门、松山再

生水厂项目建设；加强大气治理，建立

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重点解决好

夜市烧烤油烟、工地扬尘问题，确保空

气质量优良率 96%以上；厚植绿色屏

障，大力开展绿化造林，不断提升城市

绿化品质，实施 “百山” 项目建设，新

增城市绿地 152亩。

另外， 云岩区还将继续深化城市

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执法扁平化水平，

完善环卫市场一体化运行机制， 加强

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启

动对罗汉营路、东山路等背街小巷 20

公里综合整治；升级改造免费公厕 40

座，整治化粪池 300 座；加快化工路、

贵沙路等道路的改造； 严查重处各类

乱停乱放违法行为；加快制定《违法

建设行为人管理办法》， 探索建立违

法建设行为人名录， 形成违法建筑信

用体系，并利用无人机巡查违建手段，

重点加大三马、小关等片区查违力度，

通过卫星图片、航拍图片、大数据对比

分析，为片区开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为民惠民一直是云岩区委区政府

坚持的理念。 在过去的一年中，一方面

云岩区对印江县、开阳县、长顺县长寨

镇、望谟县打易镇等地从产业、市场、

就业、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开展立

体式帮扶， 帮助对口帮扶地实现 1.4

万人脱贫；另一方面，云岩区城镇新增

就业 5.8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2.86%以内， 新建 24 家惠民生鲜超

市“菜篮子” 零售网点达 90余个。

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中， 云岩区

强力推进“百校攻坚” ，全面实施“乐

童计划” ，率先在全省完成区域内教育

机构基本现代化评估认定； 完成 5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成立

“云岩区养老联盟” ；文化产业增加值

突破 34.97 亿元， 完成毛公馆文化遗

址、《新华日报》分销处修缮和展陈设

计， 其中毛公馆被故宫博物院纳入故

宫文物南迁的国家级保护点。

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云岩

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王黔表示，2019

年，云岩区将充分利用阳明祠、文昌阁

等传统文化平台，将云岩打造成为阳明

文化的核心展示区；大力发展具有云岩

特色的公共文化和时尚文化，建成 7个

行政村及 60个居委会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让云岩既留住传统文化之根，又

结满时尚文化之果。

在扶贫工作方面，云岩区会继续做

好印江县、开阳县、长顺县长寨镇和望

谟县打易镇等地的对口帮扶工作，接收

对口帮扶地建档立卡贫困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确保对口帮扶地 1.2万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同时，促进高校毕业生、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多渠道

就业创业，确保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5.8

万人以上。

而在医疗、教育方面，云岩区将持

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做好药品零差率

销售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工作，解决群

众看病贵问题。 加快云岩区中心敬老

院二期项目建设；继续强力推进“百校

攻坚” ， 新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 所，

幼儿园 1 所，改扩建中小学 5 所，推动

大数据在教育中的综合应用。

云岩区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改革开放再出发

建设 云岩

经济发展：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确保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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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化：被评为 2018 年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