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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
委员增补名单

（2015年11月4日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王国强 郭江林 解志明 肖培安
周 蓉（女）谌 宇 徐贵云（女）肖富洲
石 卉（女，布依族）牛 民

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
委员免去名单

（2015年11月4日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颜学丽（女）何志习（苗族）吴玉生 刘正琼（女、黎族）
楼淑云（女）叶家松 雷秀英（女，苗族）蒋 斌
蔡守宪 陈丽萍（女、黎族）

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免去名单

（2015年11月4日政协安顺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吴玉生 陈 勇 刘正琼（女，黎族）楼淑云（女）

本报讯（张玲 记者 吴学思 文/图）
11月3日晚，“中国梦民族情”第四届黄河
大合唱全国邀请赛在宁夏大剧院闭幕。经
过2天的激烈角逐，安顺市公安局警官合
唱团获大赛铜奖。

“黄河大合唱”全国邀请赛自2011年
创办以来，在文化部和中国合唱协会的大
力支持下，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本届比赛
共有全国31支合唱团队参加，分混声合
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等组别进行展演。
为宣传安顺文化特色，展示安顺公安警营
文化建设的成果，向全国推介具有安顺地
方民俗特色歌曲，提升贵州及安顺的美誉
度，经贵州省文化厅推荐，安顺市公安局警
官合唱团作为唯一一支警察参赛队伍代表
贵州省参赛。

本届比赛由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文
化艺术旅游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中国合唱
协会、宁夏、内蒙古、四川、贵州等17个自
治区、省文化厅联合承办。比赛邀请我国
合唱界资深专家、教授担任评委。

我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记者 王萍） 11月3日，
西秀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
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市委对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部署要求。

会议要求该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
把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十三五”的新机
遇以及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准确把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
念、准确把握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
点难点的问题，准确把握加强和改善党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强化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建设工作；要认真总结

“十二五”时期的成绩和经验，科学谋划
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尽快
编制好“十三五”规划；要积极加强领

导，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五个带头”作
用，积极组织精干力量深入社区、农村、
企业和机关宣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要
认真超前谋划好当前和明年的工作，扎
实做好改善民生、扶贫和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持续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认真准备好全区第三次集体学习研
讨，筹备好区委民主生活会。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干部要充分认识这次全会的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影响，把中央和省市各项精神
领会好、学习好，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
到省委、市委的新要求、新部署上来，做
好奋战“十三五”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市委常委、西秀区区委书记郭伟谊
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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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

2014年，我市在全省经济发展综合测评排第5位，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4.8%,位居全省第一,实现历
史性突破,跨越发展的态势已然呈现。“十二五”前四年，
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2%，高于全省2.2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7.1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种
植业结构不断优化，蔬菜、茶叶、中药材、精品水果等
特色优势农产品种植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蔬菜产
量105.81万吨，比2010年增加32.07万吨，年均增长
9.4%；茶叶产量2855吨，比2010年增加1317吨，年均
增长16.7%；药材产量4.13万吨，比2010年增加4.02
万吨，年均增长150.0%；水果产量14.29万吨，比2010
年增加11.98万吨，年均增长57.7%。生态畜牧业加快
发展，占农林牧渔业比重进一步得到提升, 2014年肉
类总产量14.78万吨，比2010年增加4.06万吨，年均
增长6.6%。

工业经济实现较快增长，总量增加，规模壮大，效益
提高，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有力拉动了全市国民经济实
现较快增长，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工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由 2010 年的 207.94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477.83 亿元，增加了 1.3 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
2010年的54.8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29.29亿元，年
均增长15.2%；初步预计，201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为160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5.4%。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不断扩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
化。“十二五”期间，我市准确把握中央、省的投资重点和
领域，及时组织申报了一批交通、水利、生态和民生等方
面的项目，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安普高速公路、惠兴高
速公路惠水至镇宁段建成通车，沪昆高铁及境内三个站
点建设进度加快，安六铁路开工建设，贵安城市干道、安
普城市干道、安木公路、关岭灞陵大道建成通车，织普高
速加快建设，安紫高速顺利开工。2010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为111.34亿元，预计2015年完成1500亿元。

“十二五”期间我市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747.58亿元，年均增长68.2%。

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提高，2010年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145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26元
（老口径）；2014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042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71元（城
乡一体化改革后的新口径）。初步预计，2015年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75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7735元。消费市场持续繁荣，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从2010年的77.6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
139.37亿元，预计2015年可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5.26亿元,年均增长15.4%。

财政收支快速增长，2014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58.48 亿元，比 2010 年增加 38.64 亿元，年均增长
31.0%。2014年财政支出210.91亿元，比2010年增加
117.21亿元，年均增长22.5%。初步预计，2015年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67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27.6%。
金融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60.28亿元，比2010年末增加298.09亿元，年均增长
16.2%；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344.08亿元，比2010年
末增加178.65亿元，年均增长20.1%；2014年末全部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518.95 亿元，比 2010 年末增加
289.30亿元，年均增长22.6%。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建设成效明显，教育普及
化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迅速，文化、广电、
体育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深入实施各项文体惠民工
程，建设以市体育中心、市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体
育设施。云山屯纳入全国50个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
计划，普定县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
预计由 2010 年的 17.3：38.1：44.6 调整为 2015 年的
15.3：36.6：48.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2.0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比重下降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3.5个百
分点。

（上接1版）

本报讯（李青 记者 王正祥） 11月
3日，关岭自治县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
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全
省、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会议提出，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最重大的政
治任务来抓，按照省委、市委的要求，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切实坚定
不移“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打造关岭
升级版”。

要准确把握全会的精神实质，深刻
理解和把握“十三五”发展形势，深刻理
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理
解和把握“五大发展”理念，深刻理解和
把握“十三五”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深
刻理解和把握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点难点问题，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省
委、市委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为契机，扎实抓好当前各项工
作，开创幸福和谐美丽关岭建设新局面。

关 岭关 岭

本报讯（王元虎） 11月3日，镇宁
自治县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提出，要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为引领，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尽快编制好

“十三五”规划。各部门要落实好专项
规划，突出项目化，确保规划具有战略
性和指导性，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全县上下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

潮。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的部
署上来。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要牢牢把握贫困落后的主要矛盾和
加快发展的根本任务，坚定不移地“守
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准确把握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以发展理念
的转变引领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发展方
式的转变推动发展实践和效力的提升，
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局面。

镇 宁镇 宁

本报讯（记者 古宇） 11月2日，普
定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公报》、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及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会议提出，要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
好全会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准确把
握全会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确保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在普定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要坚持以全会精神为指
导，精心谋划好普定“十三五”发展规
划，重点深入研究谋划一批重大工程、

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与时俱
进完善发展思路、方法、抓手、措施；要
迅速掀起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潮，在召开
全县领导干部大会集中学习的基础上，
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主动带头，精心
制定学习计划，通过党委（党组）中心学
习组、党员会议等形式，迅速组织学习；
各级各部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
头深入学文件、带头深入作研究、带头
深入做宣讲、带头深入抓落实，把全会
精神学深吃透，真正做到思想认识有新
提高，在思想上坚持统一性，在行动上
坚持坚定性。

普 定普 定

本报讯（记者 冯毓彬） 11 月 2
日，平坝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迅
速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

会议全文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公报》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传
达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
通知》，并就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情况，
结合平坝区实际抓好落实进行了安
排部署。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

重要意义，抓住贵安新区发展优势，
主动出击，在工业发展上、在投资规
模上再上新台阶，再出新业绩；要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指引，为全区

“十三五”规划打基础、定调子，认真
总结“十二五”发展取得的经验成绩，
让全区干部树立信心，认真分析平坝
区“十三五”发展形势，认真思考“十
三五”发展重大问题；要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的热潮，让全体干部职工了解会议
精神，围绕“三严三实”要求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开创工作新局面。

平 坝平 坝

本报讯（记者 周大义） 11月3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该院干警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迅速把思
想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
署上来。要坚持“从严治院”，严格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队伍监督管
理，确保司法廉洁；要加强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干警的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深入开展向邹碧
华同志学习活动，引导干警坚守法治信
仰，忠实履行职责，争做公正为民的好法
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结合“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干部不作为、不

担当、乱作为、慢作为、懒政怠政等问题，
努力以良好的司法作风服务群众、服务
发展。

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
革，确保实现“十三五”规划对公正司法提
出的目标。进一步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审判权运行机制等改革，为安顺法院
全面改革打下坚实基础。推进行诉讼政
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机
关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影响。推进轻刑快
审机制改革，依法简化审理程序、加快办
理进度、缩短办案期限、提高办案效率。
推进人民法庭优化设置改革，加强巡回审
判，实现人民法庭优化设置与便利群众诉
讼的无缝对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本报讯（市府办） 11月3日，市政
府办公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公报》以及省委书记陈敏尔、
市委书记周建琨在省、市领导干部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提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
深刻领会本次全会的丰富内容和深刻
内涵，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准确理
解我国“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新机遇、新
挑战和目标任务，深入学习“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准确把握
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问题
的重大举措，做到勤学、善思、真懂、善

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
委和市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会议提出，市政府办公室全体干部
职工要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全市
提速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奋斗目
标，准确把握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
作重点，切实增强做好办公室工作的坚
定性和自觉性，大力推进办公室“1125”
工程建设，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
有力的工作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
努力提升工作效率，狠抓工作落实，有效
推进办公室工作迈向新台阶，确保把全
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市 政 府 办 公 室市 政 府 办 公 室

本报讯（记者 罗希） 11月2日，黄
果树风景名胜区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及省、市领导
干部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习，并结合黄
果树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要求，该区上下要充分认识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各
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实
际，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要迅速
抓好宣传贯彻，通过层层宣传贯彻，迅
速将会议精神传达至村，传达到广大老
百姓心中；切实抓好第四季度各方面工

作，确保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实现保位增位；要重点抓好景区综
合执法、维稳、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当前
的重点工作，树立景区良好形象，切实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要全力抓好黄果树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规划馆、轨道交通、王三游客服务中
心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景区的
容量、品质和内涵；要进一步抓好干部
作风建设，树立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
良好干部形象，以良好的作风促进各项
工作的落实。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黄果树
工委书记朱桂云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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