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3 日， 观山湖区委二届九

次全会举行。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第

一时间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全会消

息，学习全会精神。 大家纷纷表示，

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加快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建设步

伐， 不断提高观山湖区城市治理能

力和治理水平，开创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新局面。

“两个 《实施意见》 层次清

晰、 任务明确、 目标切实可行，有

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

《中共观山湖区委关于加快建设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的实

施意见》，对观山湖区今后经济发

展、 区域发展的判定精准；《中共

观山湖区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实施意见》，安排全面、布局全

面、层次全面地描绘了全区发展路

线。 ” 区交通局党组书记张磊说，

下一步，该局将迅速贯彻落实全会

精神，切实结合工作职责，抓好各

项工作任务，为全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学习两个《实施意见》，深受

启发，倍感振奋。 ” 区文体广电旅游

局局长吴兴科说，近年来，观山湖区

以优美的风景、宜人的气候、优质的

服务，展示出“现代都市·滨湖花城”

的独特魅力。 2019年，观山湖区实现

旅游总人数 979.51 万人， 同比增长

24.05%； 旅游总收入实现 134.53 亿

元， 同比增长 33.13%。 “下一步，我

们将按照全会的安排部署， 进一步

完善文体广电旅游工作机制， 努力

推进文体广电旅游工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

“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人工

智能、 物联网、5G 等信息技术在

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构建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的城市治理模式。

这一思路既超前规划又切合实

际， 必将助力全区治理水平和治

理能力实现飞跃和提升。 ” 会展社

区党委副书记、 社区服务中心主

任李庆斌表示， 该社区将立足当

前已覆盖 5G 网络的数博大道长

岭路段和各项基础设施高端化建

设的金融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 大力支持助推高新技术产业

在辖区建设落地。

逸景社区党委书记李兰认为，

全会对全区教育、 医疗、 人居、公

共环境、 城市管理水平、 社会保

障、创业就业等各方面的工作作出

部署，必将进一步提升百姓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逸景社区将认真

贯彻落实宣传好全会精神， 让全

会精神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推动

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

李兰说。

通讯员 张奕妍 叶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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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3 日，中国共产

党观山湖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九次

全体会议举行。 全会强调，要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十届八次全

会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在观山湖区更好地转

化为治理效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高标准要求、加快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建设

步伐，不断提高观山湖区城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出席全会的有区委委员 38 人、

区委候补委员 2 人。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

全会审议区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 审议通过《中共观山湖区委关

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中

共观山湖区委关于加快建设观山湖

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的实施意见》

《中国共产党观山湖区第二届委员

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和《有关

人事事项的决定》。

全会总结 2019 年全区经济工

作情况，安排 2020 年经济工作。 全

会还对观山湖区 2019 年度 “五虎

上将” 进行表彰。

全会认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 是我们党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

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全区

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以及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守正

创新，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治理效

能， 让发展更有质量、 社会更加和

谐、人民更加满意。

全会充分肯定区委二届七次全

会以来区委常委会的工作， 一致认

为， 区委常委会带领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坚决扛起省会城市核心

区的时代担当，坚持高标准要求、加

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圆

满完成了《中共观山湖区委常委会

2019 年工作要点》 确定的目标任

务，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热潮， 脱贫攻坚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部“清零” ，努

力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 持续做大

城市规模，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全面实施“三大攻坚行动计划” ，成

功协办数博会， 顺利完成机构改革

任务， 全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总体

平稳向好， 为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作出了观山湖贡献。

全会要求， 全区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这个根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充分

发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作

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观山湖区城

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要坚

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区情实

际，突出省会城市核心区治理关键

环节， 加快推进制度体系建设，切

实提升治理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推动观山湖区高质量发展的治

理效能。

全会强调，要汇聚治理资源，有

效推动各项制度落地落实。 坚决落

实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抓好人

大和政协工作，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

一战线，抓好群众自治，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决落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深入推进依

法行政、 切实做到司法公正的同时

全面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深入推进

法治观山湖建设； 坚决落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通过优化政

府职能职责、继续推动改革创新、提

高行政效能等举措， 积极建设服务

型政府。

全会要求， 要以 “强基础、促

淬炼、控源头、重考核、优作风” 为

主线，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 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完善督查考核机制、树立“敢抓敢

管、敢于碰硬 ” 的工作作风，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为提升省会城市核

心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坚

强保证。

全会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坚定信心决心， 充分认识加快建

设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的重要意

义；要刺激消费提档升级、构建现

代化产业链、 加快现代服务产业

发展、 全力推动区域协调同城化

发展， 全面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产

业试验区步伐；要牢牢把握关键环

节，建立完善协调机制、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 做好项目建设保障、加

快标准厂房建设，推动工作落地落

实； 要重点抓好春节期间工作，织

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全力维护

市场平稳运行、 保障社会安全稳

定、 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在全区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浓厚

节日氛围。

全会号召，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

项重大战略任务。 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市委

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立足岗位、苦干实干，不断

提升观山湖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开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新

局面。

全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

闭幕。

区纪委委员、 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和部分基层党代表、 辖区部分企

业代表等列席会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通讯员 邰芯雨）

观山湖区委二届九次全会举行

全面加快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建设步伐

不断提高观山湖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开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观山湖区干部群众热议区委二届九次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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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 制图

观山湖区委二届九次全会现场。 杨婧 摄

参会者认真审议文件。 吴林燚 摄

1月 13 日，观山湖区委二届九次全

会审议通过 《中共观山湖区委关于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

强调，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省、市的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中央、省、市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上来，坚持高标准要求、加快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制度优势转

化为观山湖区治理效能， 为助推全市、

全省高质量发展作出观山湖贡献。

A� 建设法治观山湖

落实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

制， 落实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

强化对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

在工作中，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确

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维护国家法

制统一、尊严、权威，对一切违反宪法法

律的行为都必须追究；加强人权法治保

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落实

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律师制度；强化领

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严格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 的

普法责任制和媒体公益普法制度。

B�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完善协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优

化完善政府职能职责体制，全力推进数

字政府建设。

在工作中，依托大数据“六中心多

板块” ，以“百花数谷”“数博大道” 建

设为契机， 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配置，

探索建立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政务服务管理

的创新机制；持续推进企业开办“一网

通办” 建设，推动实现人工审核向智能

审核转换； 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加

快推进“多证合一” ，实现“一证一码

走天下” ；探索“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

推进块数据城市综合调度管理平台建

设，整合分散式信息系统。

C�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完善发展开放型经

济新机制，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

在工作中，做好以吉利整车为龙头

的汽车全产业链配套企业的招商、落

地、生产等环节的服务工作，加快固达、

好彩头、盼盼等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项

目的落地建设， 继续支持和鼓励吉利、

兴达兴等企业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江华荔星等商业综

合体建设，积极引进中高端消费知名企

业和品牌，发展夜间经济；加快“百花

数谷” 规划建设，依托“数博大道” ，布

局沿线大数据产业， 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依托金融会展城，大力发展金融经

济和会展经济；抓实贵阳火车北站功能

区规划建设，让其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

的窗口、桥头堡；借助数博会、生态文明

国际论坛、进博会等重要活动，面向欧

美、日韩等发达地区招商；谋划启动太

金线、 宾阳大道延伸段等联络线建设，

主动与云岩、南明、白云、清镇同城化发

展；积极推进贵遵高速、贵黄路观山湖

段市政化改造，拓展城市空间。

D� 推进新时代文化事业产业发展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坚持正确导

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坚持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和

文化创作生产机制。

在工作中，以区融媒体中心为主，加大与中央、省、市

主流媒体的合作，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

流舆论格局；用好“观山湖·观天下” APP� 、“两微一端”

等传播媒介，传播党的声音、讲好观山湖故事；继续举办

灯会庙市、“爱心观山湖” 旅游文化节等文化活动，打造

一批具有观山湖本地特色的文化产品； 理清朱昌文脉

源，加大地方民族特色挖掘，完善文化保护机制。

E� 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完善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坚持有利于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落实终身教育体系，建立

覆盖全民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健康观山湖制度

体系。

在工作中，依托“军创中心” 平台，做好退役军人移

交安置、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加大“政校企” 合作力度，

依托孵化平台，深入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构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具有观山湖特色的中

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继续推进教师“双轨制” ，完善集

团化办学机制，打造“一体多型” 教育共同体，实现公

办、民办学校同步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继续推进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加快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基层卫生健康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

F�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和谐观山湖

认真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坚持防范

和化解各类风险的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工作中，继续巩固“军人之家” 建设经验成果，完善

“双拥共建”工作体系，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G� 确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认真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认真落实资

源高效利用制度，认真落实绿色发展体系，认真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在工作中，全面推进“三山三湖七河” 保护与治

理，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固废治理、乡村环境整

治五场战役；持续开展绿美行动，持续推进“百山治

理” ，开展新一轮“千园之城” 建设，强化黑臭水体和

土壤污染治理；加大猫跳河、麦架河、南门河等河流的

协同治理力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