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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反映了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科技水平、制造能力和综合
实力。以高新技术为引领的先进装备
制造是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更是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强大引擎。

安顺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三
线建设”时期建成的航空工业，坚守

“报国”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砥砺奋
进，至今已形成了较完整的航空整机
及零部件研发、制造、服务保障体系，
并带动了地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逐
渐形成集群发展趋势。目前，我市装
备制造业共有约 50家企业，主要是
航空、汽车和普通机械三大类，集中
分布在有铁路过境的西秀区、平坝区
和经开区。

立足现有装备制造业基础，以安
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
地飞机制造、总装、试验、试飞区域
为核心，依托航空工业企业人才、技
术等优势，我市将认真落实国家相
关发展战略，聚焦航空产业，发展民
用航空装备、燃气轮机、新能源汽
车、特色装备及相关零部件等关联
产品，初步形成“产学研用”相结合
的高端装备技术创新、生产制造与
使用保障体系。

艰苦创业 奠坚实之基

“专注于航空锻件新材料、新工艺

研制生产，安大相继开拓了民用航空发
动机、飞机、航天、船舶、兵器、核电等新
市场领域，公司50余年的发展历程，就
是一部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的奋斗史。”
回溯企业发展壮大之路，贵州安大航空

锻造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单
振感慨万千。

安大公司创建于1966年，“三线建
设”时期的安顺，交通不便，厂房、生产
设备简陋，生活条件贫穷落后。1969

年，为了助力贵州航空工业早日生产出
飞机，安大从简陋的“纯手工操作”“两
锤一炉”开始，迈出了航空军品锻件生
产的第一步。

（下转2版）

不忘初心强基础 创新为魂树标杆
——建国70年来我市装备制造业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甘良莹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场景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场景（（图片由安大公司提供图片由安大公司提供））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8月22日，
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到包保的深度贫困村
——紫云自治县火花镇纳磨村，就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帮扶指导。

吴刚平首先来到下马安组实地走访
贫困户，查看住房改善、饮用水安全及帮
扶措施落实等情况，与贫困户促膝交谈，
了解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随后到上
马安组葡萄种植基地，了解扶贫产业发
展情况，并就下一步产业发展规划作考
察指导；最后，吴刚平主持召开市、县、
镇、村四级调研座谈会，就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针对性地进行研究解决。

吴刚平指出，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
坚战是我们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
作出的庄严承诺，市、县、镇、村各级各部
门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
精神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志刚到安顺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
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到
紫云自治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
按照市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

务，坚决扛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确
保“按时打赢”，尽锐出战、务求精准，坚
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吴刚平要求，纳磨村要深入查找薄
弱环节，进一步细化村级攻坚作战方
案，深入剖析贫困现状，明确具体措施，
补齐工作短板，确保精准施策；要立足
生态环境现状，按照“短平快”发展思
路，选好选准产业，组建专业合作社，推
行“村社合一”，采取“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组织方式，聚焦“短平快”产
业，大力发展林下鸡、肉牛养殖、火花冰
脆李等产业，深化利益联结，确保产业发
展成果惠及全部贫困群众；要进一步聚
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支持、产业发
展指导等方面工作，齐心协力，努力把纳
磨村打造成为全市脱贫攻坚样板；要转
变工作作风，各包保单位、帮扶干部、驻
村第一书记等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坚
持抓具体抓深入，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任务落地落实。

吴刚平到深度贫困村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8月23日，
市委书记、市长陈训华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到紫云自治县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究
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
主席杨华昌，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市委
常委郭伟谊、尹恒斌、项长权、刘彤、徐
德祥、张本强、冯柏林、刘江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和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多次深入紫
云自治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充分体现
了省委对安顺、特别是对深度贫困地区
紫云自治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密切关注。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孙志刚和时光辉在紫云自治县
调研时的讲话指示精神，抓具体、抓深
入，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坚决攻克
最后堡垒，确保按时夺取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胜利。

会议强调，要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信心和决心，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和
镇宁自治县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实现全部脱贫；
关岭自治县要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确保
今年实现脱贫摘帽目标；紫云自治县要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确保明年
实现脱贫摘帽目标。要扎实做细做实
紫云自治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加快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着力解决好“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全力夯实脱贫攻坚
基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大力改造玉米等低效作物，确保产业发
展实现提质增效；各深度贫困村包干市
领导、帮扶单位要落实好帮扶责任，加
大帮扶力度，确保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

关领导，各县区党委（工委）主要负责
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8月24日，
市委书记、市长陈训华到紫云自治县贫
困发生率30%以上的火花镇纳磨村、尅
田村，四大寨乡晒瓦村，宗地镇竹毫村调
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和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到安
顺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以及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到紫云自治县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按照市委四届六
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坚决扛起脱贫
攻坚政治责任，突出工作重点，精准打法
措施，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以等不
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
感，全力以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
部长尹恒斌参加调研督导。

陈训华首先来到纳磨村，实地调研
相关产业发展情况，要求要采取有力措
施，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加快林
下鸡、肉牛养殖及火花冰脆李等扶贫产
业发展进度，细化完善村级攻坚作战方
案，强化利益联结，确保扶贫产业精准到
户到人。在尅田村生猪养殖基地，陈训
华详细了解基地养殖规模、生产经营及
利益联结等情况，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
巩固提升基地现有成果，多措并举做好
相关消毒防疫措施，加大与相关企业的
协调沟通对接，最大程度让利于民，确保
贫困群众如期实现稳定脱贫。在晒瓦
村，陈训华现场调研了林下养蜂产业，强
调要立足生态环境现状，选精选准选好
产业，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

推动发展林下经济，想方设法提升林业
产业附加值，助推脱贫攻坚。在竹毫村，
陈训华认真听取村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要求要充分发挥村合作社优势，科学合
理做好产业布局，培育引导贫困群众集
中精力抓好优势产业发展，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调研中，陈训华强调，紫云自治县要
抢抓脱贫攻坚最后时机，采取超常规举
措，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按时打
赢”；要聚焦“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及
基础设施等内容，及时查缺补漏，全力补
齐短板；要充分整合资源，集中各类要素
保障更多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要扎实
抓好已脱贫地区及群众的巩固提升工
作，确保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市直
各相关部门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给予
深度贫困地区更多支持，坚决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要加强业务指导、加大督促检
查，确保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
位，取得实效。

市政府秘书长王洪勇，市直有关部
门及紫云自治县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督导。

本报讯（记者 卢维） 8月23日，以
“军歌唱响英雄城”为主题的南昌文化旅
游推介会在我市举行。南昌市、安顺市
两地文化旅游部门、文化旅游企业、新闻
媒体代表等百余人参加此次推介会。

据介绍，此次南昌到我市开展文化
旅游推介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地的
文化旅游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地的资源
共享、客源互送、市场共兴、发展共赢的
新格局，也向安顺市民发出来南昌旅游，
来南昌做客的热忱邀请。推介会上，与
会嘉宾向安顺市民公布了南昌旅游专列
奖励政策和南昌国际军乐节举办期间优
惠政策，各景区代表依次推介了南昌丰
厚的文化旅游资源、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全方位展示了南昌“天下英雄城”旅游形
象品牌。

据悉，南昌市将在11月举办第六届

南昌国际军乐节。本届军乐节将邀请俄
罗斯、英国、法国等10支以上享有世界盛
誉的国外军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等4至5支国内顶级专业军乐团，4支
以上本地大学生军乐团（艺术团），预计
参演人数5000人左右，较往届在大国参
与、团队质量、技术创新、活动策划和文
化惠民等方面将有很大提升，将打造成
为世界一流、特色鲜明、精彩难忘的文化
旅游盛宴。

在军乐节举办期间，为了吸引全国
各地游客，南昌市推出了旅游专列奖励
政策，单次组织旅游专列人数在300人
以上，每列次奖励3万元，500人以上每
列次奖励5万元。南昌市将为旅游专列
游客提供免费演出门票，邀请一同参与
观赏这场军乐盛宴，近距离感受国际军
乐汇演的力量与震撼。

“军歌唱响英雄城”南昌文化
旅游推介会在安举行

陈训华在紫云部分深度贫困村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坚决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任 纵深推进产业革命
全力以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时光辉到紫云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时的指示精神

本报讯（本报记者）由贵州省委宣
传部出品的38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伟大的转折》于8月26日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该剧是2019
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重
点影视项目,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点跟踪剧目,贵
州省文艺精品创作重点项目。

《伟大的转折》作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视剧百日展
播活动的首部献礼剧,深入挖掘题材的
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深入挖掘遵义会
议实事求是、修正错误、独立自主、坚定
信念、务求必胜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意
义,以电视艺术形式再现中央红军在贵
州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党的地下组织支

持下,转战贵州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实
现伟大转折的艰辛历程,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伟大实践。

该剧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全面呈现
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
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等场面,展现
出恢弘如史诗般的故事。电视剧《伟大
的转折》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弘扬革命传统
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不断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8月26日起,看红军战士如何突破
万难,冲出重围,看红旗飘飘,万山红
遍,锁定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
《伟大的转折》燃情献映。

重燃贵州红色峥嵘岁月

史诗献礼剧《伟大的转折》央视黄金档今日开播

四届安顺市委第六轮巡察公布
22个单位和地方巡察反馈情况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石材行业稳增长淘汰落后暨2019全国石材矿山大会嘉宾演讲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