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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2018年 2
月22日至5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
对贵州省开展了常规巡视。7月 13
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
了巡视意见。这是在党的十九大后、
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开展的首轮巡
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贵州的关心重视。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体现的是中央
要求、代表的是中央权威。省委自觉

站在坚决落实“两个维护”、对党绝对
忠诚的高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扛
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带头担当尽责,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严的纪律作风推
进整改,真正以整改实际行动践行“两
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检验“两个
责任”。

省委始终把巡视整改摆在突出重
要位置、紧抓不放,先后召开省委常委
会会议、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省委中心组学习会、省委常委会
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等专题研
究、部署、推动,严格对照中央巡视反
馈问题认真制定巡视整改方案,广泛
征求各级各界的整改意见和建议,逐
项列清单、定措施、明责任、设时限,实
行台账管理,跟踪推进落实,整改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党中央对整改工作的要求很明

确,广大干部群众心中也都有一杆
秤。本着对中央负责、对群众负责、对
贵州发展负责的态度,根据《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巡视整改阶
段性进展向全社会进行公布,让广大
干部群众及时了解情况,接受全社会
监督。

10月26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长征
村村民在采收油茶鲜果。金秋时节，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
族自治县的油茶迎来采摘期，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采

摘、晾晒油茶果。近年来，松桃县以“村级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利用荒山荒坡和弃耕土地发展油茶18万亩，带
动当地农户增收。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入推
进“千企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实
施意见》要求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市场主导的机制,对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全产业链实施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和安全生产能力提升
为重点的技术改造,为加快促进企业
提质增效,推动工业全面转型升级,
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十三五”
期间,以培育千亿元级重点产业为引
领,全省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照

“一企一策”加快实施转型升级,力争
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5000亿元左
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8万
亿元左右。

从今年起,每年对1000户左右
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施改造升级,其中省级200户
左右、市县级800户左右。到2020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实施
改造升级、利润总额年均增长10%以
上,产品附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资

金利税率等明显提高。
为深入推进“千企改造”工程,我

省将实施能源产业升级、装备制造提
升、原材料产业改造、消费品产业提
升、大数据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升级、
新型建筑建材产业发展、智能制造、
企业绿色化改造、工业强基固本、工
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十大专项行动。

我省将强化组织领导,明确政策
导向,加强财税支持,创新引导方式,
提升服务效能,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改
造升级。财税方面,管好用好省工业
及省属国有企业绿色发展基金、省能
源结构调整基金；创新重点领域投融
资机制,争取每年吸引各类资本投资
1000亿元以上；对“千企改造”企业在
信用评级、贷款准入、贷款授信和利
率优惠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为优质
企业量身定制金融产品等。政策方
面,建立差别化用能机制,优先安排
符合条件的“千企改造”龙头和高成
长性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试点；完
善差别化用地机制,针对“千企改造”
龙头和高成长性企业。

贵州省出台《实施意见》
十大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千企改造”

为深入推进我省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
设,更好地把林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培育壮大绿色富
民产业,10月 23日,我省出台了《关
于绿色金融助推林业改革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和
各金融机构将围绕生态资源培育、生
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绿色产业发展,聚
焦“十大生态修复工程”、“十大林业产
业基地”,发展林下经济、林产品加工、
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建设
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村寨、森林
人家,构建现代林业生态智能综合体,
完善林业基础设施等。通过持续深化
林业绿色金融改革,将绿色金融融入
到林业生产发展及林业资源抚育、流
转、交易、收储、赎买等各个环节,实现
林业生产经营各领域各环节绿色金融
服务全覆盖、各乡镇林业绿色金融服
务全覆盖、林业生产周期贷款全覆盖、

有信贷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林业经
营主体授信全覆盖。

《意见》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
各金融机构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与
服务,通过提供林业全周期信贷产
品、创新林业抵押担保模式、提升绿
色金融助推林业改革发展服务能力
等方法加大林业有效信贷的投入力
度,通过支持绿色金融服务多元发
展、引导基金加大对林业的投资力
度、开展林业大招商活动等方式加快
推进林业企业直接融资步伐。通过
完善绿色金融助推林业改革发展服
务平台、改进林权评估服务、优化林
权流转登记流程、支持林权收储担保
机构建设等途径,强化外部环境建
设,确保各环节绿色金融服务合法、
合规、简易、便捷。

此外,为确保相关工作落到实
处,《意见》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正
向激励、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也做了
规定。

贵州省出台绿色金融
助推林业改革发展指导意见

10月22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统计局、国家
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发布我省2018
年前三季度主要统计数据。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0401.39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9.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
2.3个百分点。

“总体看,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
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发
展态势,经济结构加快调整,质量效益
持续向好,开放融合深入推进,动能转
换接续有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在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这
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省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总统计师彭龙说。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62.96亿元,增长6.8%；第二产业增
加值3941.67亿元,增长9.1%；第三产
业增加值4896.76亿元,增长9.7%。

全省农业生产持续向好,种植结
构深刻调整。全省按照“来一场振兴
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决策部
署,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提升
农业发展质量。前三季度,全省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1637.58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6.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6%)3.2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企业效
益持续改善。“双千工程”深入实施,制
造业“品质革命”扎实推进,促进工业
平稳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8.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
2.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持
续改善,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870.9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1.7%；实现利润总额
611.9亿元,增长37.1%。

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融合发展
态势明显。“万企融合”大行动促进物
流、金融、商务等新兴服务业快速融合
发展,前三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
上年同期增长9.7%,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7.7%)2.0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
构继续优化。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6.3%,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5.4%)10.9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居民消费加
快升级。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2816.1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0.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3%)0.8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速放缓,产业大招商成
效显著。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总额
365.7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
全省“千企引进”企业807个,引进省
外到位资金7706.79亿元,实际利用外
资 32.4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支出力度
加大。前三季度,全省财政总收入
2359.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11.3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8.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16.4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4%。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居民收入稳
步增加。前三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
业62.2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2%；
城镇登记失业率3.22%,控制在目标范
围以内。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19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名 义 增 长
10.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8%)
1.8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65元,增长
8.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43元,增长9.7%。

10月 26日,记者从在金沙县举
行的2018年全省政务服务工作现场
推进会上获悉,近年来,我省以加快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
不断扎实稳步推进各项政务服务工
作,截至10月11日,全省各级政务中
心办件量为1347万件,接受群众咨
询19757次。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省省级零
跑腿事项为551项,占比达80.7%,最
多跑一次事项132项；省级事项“一网
通办”率达53%,市、县级分别达36%
和29%；省直进驻部门窗口工作人员
主动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延时预
约服务735次,共计245小时,各窗口
共获企业群众感谢信512封,锦旗45
面,群众办事满意度达99.99%。

在推进政务服务工作中,为坚持
抓好各级实体政务大厅建设,确保企
业群众办事找得到门,近三年,我省
综合性实体政务大厅总面积从24.5
万平方米增加到51.2万平方米；省市
县三级已建成110个大厅,乡(镇、街
道、社区)已建成1500多个综合性实

体政务大厅,村(居)已建成1.7万多个
便民服务站。同时,我省新建综合受
理平台、电子文件材料库等17个系
统,升级电子监察系统、电子证照批
文库等6个系统,并与全省社保、公积
金、交管、预约挂号、教育等重要公共
服务平台统一办事入口、用户互认共
享,注册用户达716万,今年以来办件
量达1347万,证照批文数据共享突
破千万级。

此外,我省创新推出“集成套餐
服务”,将企业和群众办“一服务”,将
企业和群众办“一件事”涉及的多个
审批服务事项进行整合打包。目前
已推出药品零售店开办等全省通用
型“集成套餐服务”21种,在全省110
个综合性实体政务大厅同步推行,结
合各地实际,梳理地方特色型“集成
套餐”58个；并推出“减证便民”两张
清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证明材料清
理工作,制发《证明材料保留清单》和
《证明材料取消清单》,今年上半年,
全省取消证明材料3823项,保留证明
材料309项。

我省稳步推进政务服务工作
各级政务中心办件1300余万件,零跑腿事项占八成

贵州省向社会公开中央巡视整改情况

前三季度贵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地区生产总值10401.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

省 政 府 近
日印发《贵州省
饮用水水源环
境保护办法》，
要求全省各地
执行，根据该办
法要求，全省所
有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须划出
保护区，保护区
将禁止增建污
染项目等行为，
因饮用水水源
污染危害受到
损失的单位和
个人，有权要求
致污者排除危
害和赔偿损失。

根据办法，
饮用水水源为
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是指进入
输水管网用于
集中式供应生
活饮用水的江
河、湖泊、水库、
地下河（泉）等
水源，供水人口
原则为1000人
以上。我省所
有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环境保
护工作，适用本

办法。农村非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由各市（州）政府、贵安新区管
委会制定保护管理办法，并加强
管理。

根据办法，我省所有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应当划分保护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
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在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
区域作为准保护区。非完全封
闭式饮用水输水河（渠）道应划
分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
地下水水源根据技术规范可只
划定一级保护区。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含县
级，下同）政府对本辖区内饮用
水水源环境保护管理负责。饮
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实行行政首
长负责制，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
责人为本辖区内饮用水水源环
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各饮用水水
源责任政府名单由省级生态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对饮用
水水源实行最严格保护，将饮用
水水源保护纳入政府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建立健全
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部门联动和
重大事项会商机制，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保
证水质水量符合规定标准。

因突发性事故造成或可能
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时，事故
责任者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
减轻污染危害，并向事故发生
地的县级以上政府和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
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
立即组织人员调查处理。饮用
水水源污染事故跨行政区域
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
可能受污染事故影响地区的政
府和上一级政府。

不按规定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擅自调整保护区范围、
变更取水口位置和不按规定取
缔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污口的，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具有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职能
的部门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中
有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的，应依法追责，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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