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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回首过去，感慨万千。

去年，南明区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锐意进取、改革创

新，全面完成《中共南明

区委常委会 2018 年工作

要点》确定的目标任务。

立足今朝，砥砺前行。

伴随着 2019 年春天的脚

步， 南明区拟定了发展方

向。 近日，南明区出台《关

于“三区打造” 的实施意

见》。 《意见》指出，南明

区将以高水平开放为引

领， 全力打造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区、 城市更新先行

示范区、 社会治理创新应

用区， 全面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展望未来，信心百倍。

今后， 南明区将坚持都市

功能核心区发展战略，以

“一河 （南明河）、 四路

（人民大道、花冠路、花溪

大道、沙冲路）、两园（南

明欧美医药产业园、 南明

智能制造产业园）、 两区

（永乐乡村振兴示范区、

二 戈 寨 现 代 物 流 集 聚

区）、六商圈（大十字、大

南门、河滨、火车站、花果

园、贵钢）” 为统领，优化

城市功能布局、产业结构、

社会治理、营商环境，实现

城市环境再造、功能再造、

产业再造。

到 2020 年，南明区服

务业增加值将达到 750 亿

元， 现代服务业占比将达

到 52%以上； 以中高端制

造为重点的工业总产值达

到 150 亿元； 进出口总额

超过 11 亿美元，实际利用

外资总额不低于 1.96 亿

美元， 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不低于 50 亿元，“一品一

业” 初显成效；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城市品位进一

步提升； 社会治理体制更

加完善， 社会治理能力显

著提升， 城乡社区公共服

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到 2025 年，南明区城

市空间更加均衡， 产业布

局更加合理， 基础配套更

加完善， 生态环境更加优

良，城市形象更加美好，建

成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区、

城市更新先行示范区、社

会治理创新应用区。

时间不停步， 发展不

止步。在省委、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 全区将始终保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不用

扬鞭自奋蹄、 撸起袖子加

油干， 为南明发展再创辉

煌。

砥砺奋进新时代 凝心聚力再出发

———解读南明区《关于“三区打造” 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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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意见》指出，南明区坚持都

市功能核心区的发展战略， 以南

明河综合滨水生态区、 人民大

道、花冠路、花溪大道、沙冲路建

设为主战场， 加大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

增加城市空间潜力， 改善人居环

境， 增强城市承载力， 打造城市

更新先行示范区。

将更新城市空间， 增强承载

能力———

围绕“一河” 打通城市主脉。

推进南明河沿线更新， 重点推进

甲秀楼（翠微巷）、西湖路周边棚

户区改造项目， 带动老城品质提

升， 打造贵阳中心十里城脉，凸

显生态生活功能。 到 2025 年，逐

步形成集多元文化设施、 主题商

业项目、 主题公园、 高端生活空

间和生态绿地空间为一体的综合

滨水生态区；

建设南明河十里生态走廊，

围绕南明河 6 千米中心城区段，

以甲秀楼地标串联辐射仙人洞、

黔明古寺等区域， 配合十里生态

走廊建设规划进行打造。到 2020

年， 逐步形成旅游慢行带、 城市

生活带、 生态示范带、 高端产业

带。 围绕“四路” 拓展承载空间；

在人民大道沿线， 重点推进

火车站周边、 体育馆周边、 青云

路周边、 贵惠路周边、 市府路周

边 5 大棚户区改造地块，有序推

进火车站改造升级， 打造贵阳车

站城。 在沙冲路沿线， 重点推动

陈庄坝周边等棚户区城中村区域

的改造；

在花溪大道沿线， 重点改造

发电厂周边、 四方河路周边、兰

草坝区域、 甘荫塘及水泥厂区域

等棚户区城中村区域。 到 2025

年， 依托现有产业空间更新，形

成甘荫塘片区的创新产业， 强化

花溪大道沿线的产业支撑；

在花冠路沿线更新， 形成产

城融合示范区。 打造形成贵钢、

啤酒厂更新示范区， 以及二戈寨

东站货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夯实

发展基础———

加快路网系统建设。 完善内

外道路交通格局，建立“六横六

纵” 的骨架路网结构，提升交通

枢纽服务能级。 持续推进人民大

道、 花溪大道、 沙冲路等主干道

建设， 完善主干道网络。 加快建

设车水路二期、甘平路、花兰路，

在望城坡及二戈寨区域新增 2 条

次干道，推进青年路、遵义中路、

青云路、 望城路等次干道的建

设；加强支路网建设，打通“断头

路” ，构建微循环道路网络。 改造

140 县道和 24 条乡村道路，打造

中国最美旅游环线；

加快慢行系统建设。 在南明

河、市西河、贯城河景观带、轨道

站点周边、人民大道、中华路、花

冠路沿线、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广

场等建立网络连通、畅达共享、无

障碍的慢行系统。 结合南明河景

观带、公园绿地、文物古迹布局慢

行网络。 打造甲秀楼、汉湘街、河

滨公园、筑城广场等步行街区。 建

设人民大道沿线、 大南门等地立

体步行街区；在甘荫塘、兰草坝等

片区，设置专用自行车道，倡导健

康绿色的自行车交通出行方式；

加快停车设施建设。 建立和

完善配建停车位为主体， 路外公

共停车场为辅助， 路内停车位为

补充的停车供给结构。 结合花冠

路、花溪大道、人民大道 等周边

地块开发及老旧小区改造， 新增

停车位 10000 个；强化配建停车

场建设及路外公共停车位， 逐步

建成公共停车场 22 处 ， 完成

25.11 万个停车位供给目标。

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构建绿

色家园———

继续推进 “千园之城” 建

设。依托森林、湿地、山体等自然

资源，新建一批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山体公园、城市公园、社区

公园，构建大、中、小、微公园体

系，建设“千园之城” 。以旅游环

线、人民大道、花冠路、花溪大道

和沙冲路为重点，启动十里生态

走廊建设，实施城市增绿添彩工

程。 做好园林景观设计，强化城

市绿化管理；

加快南明河水污染治理。 全

面完成河滨、太慈、贵棉、贵钢 4

个再生水厂和红岩污水处理站

建设； 计划建设红岩、 贵钢二

期、火石坡等再生水厂。 新建或

改造管网， 疏通城区 “毛细血

管” ，解决雨、污等跑、冒、漏、滴

问题，改善污水溢流现象。 不断

提升 “毛细血管” 和再生水厂

处理效能；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聚焦工

地道路扬尘治理、 机动车尾气污

染治理、工业废气治理、餐饮油烟

治理、油气回收治理、非煤矿山治

理和环境绿化提升七大工程，加

快清洁能源车辆推广应用， 强化

工地扬尘防控， 推广使用油烟处

理设备，有效减少细颗粒物、挥发

性有机物等大气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量。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培育增长新动能

� � � �《意见》指出，南明区将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以“两园”“两区”“六商圈” 为

载体，促进中高端消费、推动中

高端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路

径，打造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区。

将围绕“两园”“两区” 打造

中 高 端 制 造 业 融 合 发 展 基

地———

做大南明智能制造产业园。

围绕贵阳市“三区一极” 工业发

展格局， 与兄弟区县深度融合，

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攻方向，以

产城融合为理念，以文化融合为

抓手，合作共建中高端制造业产

业园，助力“一品一业、百业富

贵” 。发展大数据产业新业态，探

索创新数字经济业态、 商业模

式、发展路径，实现大数据发展

与数字经济发展有机结合。 推进

网络商业、平台商业、服务商业、

多元化商业发展，打造大数据全

产业链等；

做大欧美医药产业园。 统一

规划、设计、建设，打造以高科技

医药制造等中高端消费品产业

为引领的南明欧美医药产业园。

重点服务好已落户欧美医药产

业园一期的美鑫达、欧鑫达等医

药企业；面向欧美、日韩，紧盯韩

国 WINIS 美瞳、 爱尔兰口腔护

理等名优产品引进项目、企业落

地入驻一期；

做大二戈寨现代物流集聚

区。 全力打造二戈寨物流集聚区

为重点的国际贸易港口口岸，积

极打造 “互联网 + 生产制造 +

现代商贸 + 现代金融 + 现代物

流” 的物流平台，加快推进贵州

省物资现代物流集团物流中心

（含冷链物流） 项目二三期工

程、长和长远智慧产业港和满堂

红现代物流中心二期工程建设，

建成省级现代物流业发展基地；

做大永乐乡村振兴示范区。

大力实施 “永乐桃花坞吧寨

A-IFC 国际村”“永乐甘井农业

生态百货公园” 等示范项目，打

造永乐农旅电商大数据产业园，

重点打造羊角村水韵旅游小镇、

永乐湖风景区、石塘村田园综合

体等项目。

将围绕“六商圈” 打造现代

服务业集聚基地———

打造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区。

重点培育大数据、互联网、信息

技术与金融、零售、文旅等产业

的融合创新， 强化产业用地管

控，为城市长远发展确定工业和

物流产业用地底线；

打造商务与总部经济中心。

2020 年， 逐步实现贵惠路超级

总部基地、火车站总部经济区等

的规划建设；2025 年，重点完善

商务设施和配套服务，提升整体

投资环境；

打造商业消费中心。 2020

年，打造甲秀楼和青云路两大商

业 IP，助力城市商业价值和品牌

升级；打造形成大十字、大南门、

河滨、火车站、花果园、贵钢六大

主题商圈， 推动商圈业态升级；

围绕“六商圈” ，完成花果园双

子塔招商入驻，建成花果园贵阳

街、花果园海豚广场、红星美凯

龙项目，推进 1 号码头贵钢爱琴

海、 恒丰碧桂园·贵阳中心项目

建设。

将依托航空港优势，打造功

能配套基地———

依托双龙航空港的国际门户

功能和现代产业基地的集聚优

势，促进区域设施共建、产业协

作、功能统筹和环境共治，围绕

航空港建设配套建设南明产业

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积极打造航

空港经济区功能配套区，推动南

明与航空港经济区在生产、生

活、生态上“三生合一” ，实现统

筹发展、协调发展、错位发展、整

体发展。

� � � �《意见》指出，将充分发

挥南明区大数据集聚优势，切

实用好大数据等现代高科技

技术手段，立足解决民生“痛

点”“堵点”“难点” ，全面推

进智慧政府、法治政府、廉洁

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同时，

致力创新治理理念、 模式、方

法和机制，大力推动大数据与

群众衣食住行、 教育文化、健

康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建设

等相融合， 打造形成全治理

链， 使社会治理更加个性化、

精准化，打造社会治理创新应

用区。

将聚焦政用领域，打造大

数据全治理链———

推进 大 数 据 + 社 会 治

理。从解决公共安全、公共服

务、市容秩序、交通出行、市

政设施、物业管理等大安全、

大管理、大服务“三大” 民生

难点问题入手， 以建设社区

治理云脑中心、 社区治理调

度中心、 数字皮肤、 仿真中

心、 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为

基础，建成公安、消防、政务、

城管、物业等数个“小脑 ” ，

实现社会治理调度中心远程

决策、指挥与现场联动、多元

智能社区网络、 网格员现场

响应等运营功能；

推进大数据 + 营商环境。

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导

向向企业需求导向转变 ，从

“线下跑” 向 “网上办” 转

变、“分头办” 向“协同办 ”

转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便

利企业、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整合信息公开，在

平台集成信息资源要素 ，为

区内市场主体、 外区意向落

地主体提供相关资讯服务 ，

最大限度为主体节省政策资

讯获取成本。 完善政务服务

事项受理条件、申请材料、中

介服务、 办理流程等信息要

素， 实现办事要件和办事指

南标准化、规范化。 融合线上

线下服务， 推动部门数据共

享，动态掌握企业情况，扶持

企业上规上限， 对外迁风险

高的企业开展针对性服务 ，

建立具备监督、考评、投诉功

能的政企互通数据平台。

将聚焦民用领域，打造大

数据全服务链———

推进大数据 + 教育。 以

“一平台四中心” 教育大数据

应用平台为基础，继续推进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社交网络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智慧教育中的创新应

用，积极创新构建教育大数据

云平台，智慧校园、智慧课堂、

智慧办公等多个应用系统，形

成覆盖学校日常运行各个环

节的高速有线、无线网络及各

种智能信息终端，建成课堂教

学、教师沟通、学校安全管理

等一体化智能化的大数据教

育云平台；

推进大数据 + 医疗。 建设

全区人口的电子健康档案数

据库，建立科学合理的健康档

案数据开放制度，促进电子病

历、健康档案数据共享；建设

医疗急救系统、 远程挂号系

统、电子收费系统、数字化图

文体检诊断查询系统、远程医

疗系统、 医保管理 （含新农

合）系统等数字化医疗系统，

逐步实现卫生政务电子化、医

院服务网络化、公共卫生管理

数字化、卫生医疗信息服务一

体化；

推进大数据 + 养老。 建立

全区统一的综合养老服务平

台， 统筹各类养老服务数据，

提升养老服务管理水平和市

民办事便捷性；建立养老服务

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管理信

息系统；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实现居家养老、机构

养老、医疗护理的梯度衔接和

相互转介功能等；

推进大数据 + 公共文化。

统筹各类网络文化平台，形成

开放共享、标准统一、内容丰

富的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加强

文化资源的建设，逐步实现与

国内外、省内外数字图书馆的

集成，形成以图书馆、文化馆、

社区文化站为骨干的公共文

化设施服务网络等。

将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

新———

完善社区社会治理机制。

充分发挥社区党委在社会治

理工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推

动?“社区共治委员会” 作用，

开展增强社区统筹能力改革，

实现网格管理工作全覆盖，实

现人财物等资源向基层社区

聚集，着力破解当前制约和束

缚社区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

完善花果园片区管理机

制。 以发挥花果园片区产业人

气集聚优势，破解该区域不断

增多社会管理和民生问题为

导向，积极争取省、市支持，组

建成立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产城融合创新示范区，加强对

省会城市中心城区产业园区

建设发展的统筹管理，探索对

超大型楼盘社区的行政管理

改革路径；

建立聘用人员科学管理

机制。 通过制定编外聘用人员

管理办法， 实行聘用分离制

度， 规范编外人员的劳动关

系、使用管理，建立激励机制

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

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

理，充分发挥编外人员队伍积

极作用；

实施 N 个乡和社区创新

任务。 各乡（社区）聚焦解决

民生问题、 建强干部队伍、提

升治理能力、回应群众合理诉

求、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围绕

城乡产业发展、社区服务能力

建设、培育鼓励社会组织参与

服务群众等重点内容，积极开

展社会治理改革试点。

优化城市社会治理

构建共治新格局

A

C

B

在南明区欧美医药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阅读免疫组化片。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花鼓舞社团正在排练。

科甲挺秀的甲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