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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铠） 1月2日，根
据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训华到普定县检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
把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深
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紧密结合，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引领，
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责任落实，不断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维护廉
洁高效的干事创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环境不懈努力。

市委常委、普定县委书记徐德祥代
表普定县委汇报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情况，普定县纪委书面汇报了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情况，市纪
委就检查情况进行了反馈。

陈训华指出，过去一年，普定县委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
部署，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把落实“两个责任”摆在全面从严治党
突出位置，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的进展和成效。要牢固树立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切实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进一步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严肃认真地开展好党内政治生活，加

强党内监督，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在常和长、严
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维护廉洁高效
的干事创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环境。

陈训华强调，要坚守责任担当，推
动管党治党步步深入，县区党委、部门
党组（党委）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
穿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切实担
负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纪委
（纪检组）要深入把握监督责任内涵，协
助党委（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工作。要坚决把纪律挺在最前面，各级
党组织要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
策，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
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要继续深化“四风”治理，同时要更
加注重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强力正风肃纪，推动党风政风向上向
善。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强化整改力度、
强化建章立制、强化跟踪问效，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推动全
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本 报 讯（记 者
刘念） 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市财政总收
入 完 成 1070645 万
元，为任务的93.91%，
同比增长11.73%，增
收 112380 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05749万元，为任务
的94.04%，同比增长
15.96%，增收 97161
万元，增速居全省第
一位。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完成2570623万
元，同比增长22.49%，
增支 80088 万元，增
速居全省第一位。

去年以来，市财
政局全面贯彻落实
省、市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全省财政工作
会议精神和市委、市
政府的各项工作部
署，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调中求进、
改中激活、转中促好、
变中取胜，创新和完
善财政宏观调控，积
极组织财政收入，持

续推进财政改革，不断规范财政管理，各
项财政措施落实有力，全市财政收支保
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和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

近日，记者从市文化产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获悉，
我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10.21亿元，增加到
2016年的29.61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为4.22%，连续三年位列全省第二，文化产业正由重要
产业向支柱性产业迈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
性文化活动。

我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围绕建设“多彩贵州·富美安顺”文化强市的新要求，切
实增强文化自信，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
展各项工作。

强化创新突破出亮点

2017年，全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
继续突重点，攻难点，取得一定成效，在三个领域实现突
破，三个方面实现持续发力。

文化企业上市融入资本市场实现突破。推动国有
文化企业上市融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做优国有文化企
业。黄果树旅游集团完善和丰富文化业态，黄果树智慧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2017年9月实现挂牌上
市，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贵州黔中
报业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工作正在筹备推进。

国有企业资本聚集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突破。安投
公司成立安投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西秀区成立安顺文化
旅游运营公司、西秀区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开
发区成立云马三线记忆文化发展公司，平坝成立创意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顺日报社成立贵州黔中大
众文创传媒有限公司等，通过企业运作，撬动社会资本，
推动安顺历史文化街区、山里江南、屯堡古城、“云马年代”、永宁州古镇、“黔中
生活惠”电商平台等重大项目建设。

特色文化产品走向国际舞台实现突破。与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劳伦斯·
许、知名非遗文创企业北京唐人坊合作，共同布局高端文化业态，打造高端文创
产品和时尚品牌。在法国巴黎成功举办安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会，面向世界
发布安顺非遗文化元素与时尚定制服装相结合的“中国定制”《山里江南》系列
服装，引起了世界文化界和时尚界的广泛关注。

持续在顶层设计上发力。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安顺市深入推进“文化+大扶
贫”工作的实施意见》、《安顺市关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的实施
意见》、《安顺市关于支持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安顺市关于推动石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持续在抓重大文化活动品牌上发力。成功举办三届全国石雕石刻设计大
赛和两届中国·安顺屯堡面具节，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助推安顺文化旅游产业
提质增效。

持续在抓文产统计上发力。2017年，我市一批文艺精品力作和文化品牌问
鼎国家、省级高端平台。《安顺故事》荣获亚洲微电影最高奖项“金海棠奖”，《紫
云中洞·穴居部落儿童的六一愿望》获2017全国党媒优秀原创视频“十佳创意
奖”。《华严洞藏宝记》、《回头一望是乡愁》列为贵州省文艺创作生产重点项目。
市文产办被全国妇联表彰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安顺日报社在中国报协
党报分会30届年会上荣获“中国城市党报经营创新十强”称号。安顺电视台新
媒体“安顺市广播电视台矩阵号”入驻央视新闻移动网，加入全国广电系统融媒
体“联合舰队”。西秀区杨婷婷蜡染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天地屯堡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分获省“三个一工程”“特色文化产品”和“优秀演出团”称号。

强化对照目标强落实

在深化文化单位改革上，推广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试
点经验，扩大理事会组成成员，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益文化事业建设营
运。完成市图书馆、文化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成立理事会并挂牌。积极推进
市经发中心、市影业发展中心、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市广电网络信息中心和
市博物馆、市文物局、市文庙管理处等单位理事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工作，目
前已完成理事会授牌。各县区积极探索改革，镇宁自治县推动文化馆与民间
文艺家协会、民间文艺表演队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合作，全面开展全民艺术普及
活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县图书馆建设，设立多个免费开放阅读点，取得良好
社会效果。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按照市委
统一安排部署，1月2日上午，市委书记
曾永涛带队检查西秀区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情况，他强调，西秀区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准确
把握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
署，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续写新时代富美安顺加快发展新篇章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郭伟谊代
表西秀区委向市委汇报2017年度贯彻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区纪

委汇报2017年度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监督责任情况。

会上，曾永涛认真听取西秀区委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情
况汇报，就落实“两个责任”，做好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
指出，过去一年，西秀区委认真按照中
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切
实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到位，党

风廉政建设成效明显，党员干部纪律红
线意识得到增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
不正之风得到遏制，强化权力监督制约
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管党治党各项
工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时也
要清醒地看到，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警示提醒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

曾永涛就西秀区抓实抓好管党治
党责任落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
想引领，笃定笃行讲政治。要在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上持续发力，努力在落实好党的
建设总体要求上走前列、作表率。二是
聚焦重点任务，对标对表抓落实。要坚
守责任担当，推动管党治党不断深入，
把握纪律戒尺，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强力正风肃纪，推动党
风政风向上向善。三是坚持问题导向，
立说立行促整改。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整改力度，严肃党纪政纪，强化建章
立制，层层传递压力，强化跟踪问效，切
实以整改成效助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
发展。

本报讯（记者 石江寒） 2017年
12月28日，我市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贵州省安顺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2017-2026）》（以下简称
《规划》）专家评审会。国家林业局
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教授级高
工唐小平，中国林科院党组书记、副
院长叶智，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副
司长吴晓松等国内7名权威森林城
市建设专家听取我市的规划汇报，
并认真质询和讨论后，认为《规划》
符合国家森林城市编制导则要求，
原则同意通过评审。

近年来，我市把创建“森林城市”
作为提升安顺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成功荣获“省级森林

城市”的称号，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再
次冲刺“国家森林城市”目标，实现城
乡生态一体化，奋力打造“生态美、百
姓富”的富美新安顺。

专家组认为，《规划》在对安顺市
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森林资
源、城郊绿化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全面分析了安顺森林城市建设现状，
突出了地域生态区位的重要性。《规
划》从市域和城区两个尺度提出的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符合安顺市实
际，对安顺市森林城市建设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规划》提出的森林生
态、森林产业、森林文化和森林支撑
体系建设工程重点突出，内容全面，
措施得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新年伊始，霏霏的细雨刚刚驻足，
田间地头映入眼帘的是农忙的景象。

“赶上了好政策，今年蔬菜种植
规模大了，如今通过政府协调打通销
售渠道，每天蔬菜装车，就可直接运
到石板哨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不仅
销售得快，而且节省了入场成本。”冬
天的早晨，平坝区白云镇平元村蔬菜
种植大户朱胜成带着村民们，早早就
在大棚里忙活开来。满满的收获，满
满的喜悦，大棚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朱胜成原先在云南一个蔬菜产
业园区打工种菜，后来学到了技术，

从当地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自己建起
了蔬菜种植基地，通过七、八年的发
展，蔬菜基地已初成规模，小有成就。

2013年春节，朱胜成带着妻子
回到平元村老家探亲，了解到家乡在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当地政府部

门对蔬菜发展有很大帮扶和支持，经
与家人商量，决定回到家乡平坝种植
蔬菜。

找路子，上规模，念好产业经。
在当地政府及市县农业部门的支持
下，从2014年年初开始流转土地至
今，朱胜成的蔬菜种植规模已达到
310亩，年产蔬菜2400吨以上，有30
名农民常年在蔬菜基地务工。

“如今我们村，村村水泥路，村村
有产业……大伙儿都过上了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生活。”谈及村子的发展
变化，朱胜成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真扶贫，扶真贫，一揽子政
策帮到位

敢叫旧貌换新颜，甩开膀子奔小
康，平元村只是我市实施脱贫攻坚以
来乡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我市扶贫攻坚硕果累累，捷报频频。

（下转2版）

新时代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万众一心新时代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万众一心、、

奋发作为的时代奋发作为的时代，，是贵州摆脱贫困是贵州摆脱贫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的时代的时代，，是贵州后发赶超是贵州后发赶超、、开创未来的时代开创未来的时代。。

曾永涛在检查西秀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
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陈训华在检查普定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时强调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努力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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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步铿锵 携手并进迈小康
——2017年安顺市脱贫攻坚综述

□本报记者 伍水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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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6）》
通过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专家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