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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 站在 2021 年之初，回顾过去五年，白云区迈出的每一步都稳健有力、落下的每一笔都浓墨重彩，全区上下展现出轰轰烈烈的新局面和

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这五年，白云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圆梦全面小康取得历史性突破，率先在全省建成同步小康创建达标区，主动强化结对帮扶政治责任，实施帮扶项目 72 个，落实帮扶资金 5590

万元，带动脱贫近 5 万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取得突破，“七大产业” 加快发展，“五大商圈” 加快培育，新产业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60%；城市形象品质进一步提升，

新增城市道路 45 公里，盘活环线以内低效率用地超过 3000 亩，改造提升棚户区、城中村超过 110 万平方米……

“十三五” 时期是白云区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五年。五年来，面对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复杂局势，全区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稳中快进，按照“环线以内主抓城市商圈、环线以外主抓产城融合” ，全力

以赴防风险、抓转型、保稳定、促发展，扎实推进“产业新城、品质白云” 建设，基本完成“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征程万里风正劲 品质白云正崛起

———白云区“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回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 文 图片为资料图片

A

高质量建设产业新城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20 年 6 月 29 日，位于白云

区的贵州嘉盈新能源智能化产业

基地项目建成投产。 作为白云区

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该项目

总投资 40 亿元，生产新能源储能

系列电池、高倍率系列电池，产品

将用于新能源汽车、 电力铁塔储

能、无人机、家庭储能等行业。

9月 22 日，多彩贵州水配套产

业基地在白云区建成投产，基地项

目包括贵州泉天欣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二期扩能项目，贵州苏洪实业

有限公司、贵州双卓塑料包装有限

公司的饮用水、饮料灌装生产设备

项目及塑料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等，

是白云区大力实施“千企引进” 补

齐补强饮用水产业链、加快产业集

聚发展的重要举措。

12 月 24 日， 万达广场进驻白

云区博泰世界岛项目签约，将进一

步丰富白云区的城市业态，打造高

端商圈，吸引更多企业、品牌入驻，

全面提升白云区的城市品质形象，

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

这只是白云区 2020 年交出的

部分成绩单。 “十三五” 期间，白

云区稳中求进、 稳中快进， 坚持

“两个主抓” 发展思路，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产业转型升级阵痛、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快推进落后

产业“调结构、优布局、提质效” ，

中铝贵州企业顺利退城进园，白

云经开区扩区和调整区位获省政

府批复同意，“七大产业” 加快发

展，“五大商圈” 加快培育，新产业

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 60%，盘活园区闲置厂房超过

10 万平方米，新建商业综合体超过

20 万平方米，吉利发动机、海盈一

期等项目相继投产， 装备制造、食

品医药等新产业成为拉动工业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白云区制定完善

项目投入产出机制和进退机制，亩

均产出逐渐提升， 体现了高端化、

绿色化、集约化，“一铝独大” 的产

业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五年来， 白云区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9%左右，引进

国内外 500 强企业 9 家， 新引进

项目到位资金年均增长 14%，产业

体系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科技

进步指数连续排名全省前列，经

济增比进位排名保持全省城区方

阵前列，全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白云

区还主动强化结对帮扶政治责

任，深入实施六项带动帮扶工程，

落实帮扶资金 5590 万元， 实施帮

扶项目 72 个， 带动脱贫近 5 万

人，助推“一县三镇”（水城县、长

顺县白云山镇、望谟县乐旺镇、罗

甸县罗悃镇）顺利脱贫摘帽，为全

省全市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

攻坚作出白云贡献。

B

完善基础设施功能配套 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这段时间， 白云区恒大城小

区居民李闵婕， 上班再也不用提

前半小时出门躲开出行早高峰

了， 从家门口打通的朝晖北路直

接开车出去， 两三分钟就能到达

云峰大道， 比原来从云环路绕行

节省了不少时间。“以前朝晖北路

没打通，早晚高峰期总要堵一段，

早上从家开车到云峰大道再快也

得 20 多分钟。 现在路通了，真是

方便太多了。 ” 李闵婕说。

这条路的开通， 让附近北尚

御景小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周顺

永也感受深刻。 “以前，很多人都

不知道我们还有个新楼盘在这

里。 现在路修通了，来看楼盘的人

更多了。 ” 周顺永说。

近年来，随着周边新建小区增

多，云环路出行压力增加。 为缓解

交通压力，白云区不断完善区内交

通道路规划，朝晖北路道路工程项

目于 2020 年 9 月建成通车。

过去五年，白云区着力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和功能配套设施建设，

城市品质得到显著提升。在城市开

发建设方面，盘活环线以内低效率

用地超过 3000 亩， 改造提升棚户

区、 城中村超过 110 万平方米，加

快推动泉湖片区、 金融北城片区、

黑石头片区开发建设，与观山湖区

加快实现同城化，云城尚品、旭辉

观云等优质住宅项目相继建成，梵

华里街区、北尚华城、云泰广场等

CBD 项目建成投用。

在交通路网建设方面， 全面

贯通朝晖北路等 5 条“断头路” ，

建成 8 条城市市政主次干道，新

增城市道路 45 公里，高铁白云北

站、白云新客站建成运营，轨道交

通 2 号线顺利试运行，观云大道、

同城大道、白金大道、云程大道等

城市主干道建成通车，“四横四

纵” 骨干交通路网基本形成。

同时， 白云区还积极打造靓

丽城市环境，泉湖公园、七彩湖公

园成为城市名片， 全区城镇化率

稳居全省前列， 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 一条条城市道路快速打通，一

幢幢现代楼宇拔地而起， 一个个

生态公园相继亮相，大批企业、商

业、学校、人才竞相到来，“一隅偏

居”“工矿老区”“城北郊区” 的

城市印象被彻底改变， 白云区逐

步撕掉落后标签， 建设现代新城

取得历史性突破。

C

回应群众诉求提升城市形象 生态环境显著向好

时值隆冬。 早上八点多，白

云区泉湖街道辖区华颐蓝天小

区居民张凤兰吃过早餐 ， 准备

出 门 去 家 对 面 的 泉 湖 公 园 锻

炼。 “天气冷了，但不影响我们

去锻炼 ，公园里有打太极的、跳

广场舞的，还有绕圈慢跑的。 家

门口有这样一个环境优美 、宽

敞漂亮的公园，住着都开心。 ”

张凤兰说。

白云区泉湖公园占地面积约

1080 亩，是国家 4A 级景区。 据白

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园管理科

科长毛娅玲介绍， 过去这里是个

城中村，“脏乱差” 的环境不仅影

响群众生活，还有损城市形象。为

回应群众诉求、提升白云区形象，

2016 年，白云区依托贵阳市“一

河百山千园” 建设，以当地生态

资源为基础， 对泉湖片区进行整

体改造、开发、建设，还湖于民、还

文化于民、还生态于民。整治水域

面积 205 亩、 整治周边环境 1 万

余平方米、 绿化面积 750 亩……

短短七个多月时间， 泉湖片区的

面貌焕然一新， 泉湖公园也于

2017 年 1 月免费对外开放，集休

闲娱乐、体育健身、绿色生态、文

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 园内的水

玉长桥、水幕电影喷泉、泉湖秘境

等成为市民们热衷的休闲好去

处。 公园开园至今， 接待游客超

300 万人次， 仅 2020 年就接待游

客约 45 万人次。

生态环境、 公园绿化不仅是

展示城市形象品位的重要窗口，

也是承载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

重要体现。“十三五” 期间，白云

区生态环境显著向好，全面完成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

看” 及长江流域生态反馈问题整

改，建成泉湖 、七彩湖等一批生

态公园， 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基

本完成麦架河流域综合治理，流

域水体清澈、 水质明显改善，全

区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15 万吨 ，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设 施 运 行 率 达

7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100%， 生态宜居成为城

市最靓丽的名片之一。

持续办好民生实事 群众生活显著改善

D

在白云区龚家寨街道刚玉

街的养老机构贵铝智慧幸福苑

里，83 岁的张崇芬老人刚刚午休

结束，正在社工的带领下在活动

室里做窗花剪纸手工。 “平时儿

女们工作都很忙，照顾我都很辛

苦。 现在，我住在这里，一日三餐

都有专业营养师安排，种类丰富

口感也好。 另外，这里还时常组

织手工、书画、唱歌等活动，吃的

住的用的都挺好，社工们也都很

热情。 前不久，我还在活动上唱

了一段戏， 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大 家 经 常 在 一 起 聊 聊 天 很 开

心。 ” 张崇芬说。

在贵州省人民医院白云分院

（白云区医院）药房窗口前，70 岁

的居民尤翠华已经看完病正在排

队拿药。 自从 2020 年年初贵州省

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常驻白云区医

院合作开展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

医联体建设以来， 尤翠华一家老

小看病都来这里。“在家门口的区

医院就能享受到省医专家的服

务，不仅很方便，心里也更踏实。 ”

尤翠华说。

“十三五” 期间，白云区持续

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上学难、

就医难、行路难、住房难、养老难

等群众关心的烦心事、 揪心事得

到有效破解， 城乡收入差距连续

五年缩小，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义

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

展，华师一附中贵阳学校、贵阳六

中等优质教育资源落地白云，义

务教育公办学位从 2.8 万个增加

到 3.6 万个，增长 28.6%；省骨科

医院新院区、区人民医院改扩建、

区妇幼保健院建设等 10 余个医

疗项目有序推进， 新增床位 864

张；建成社区生鲜“微菜场” 30 余

个、惠民生鲜超市 8 个。

不仅如此， 白云区还以 “社

会和云” 平台为基础全力推进

“智慧白云” 建设，“三感社区”

试点也全面铺开， 城市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步推

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

著增强。

全面从严治党 凝聚发展合力

E

过去五年， 是白云区激励干

事创业、 凝聚发展合力取得历史

性突破的五年。 “十三五” 期间，

白云区全面从严治党显著加强，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扎实推进党建“八个聚焦、八

大工程” ，党政机构改革、监察体

制改革等重要改革任务顺利完

成，党建示范带创建有序推进，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基层

减负、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发

展， 激励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成

为鲜明导向， 有效构建了风清气

正、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生态。

全区上下精气神焕然一新，

工作思路更加清晰、 工作方法更

加高效、 工作作风更加务实，区

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同心

同德、同向同行，乡镇（街道）、区

直部门、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

平台公司齐心协力、携手攻坚，干

成了一批过去想干而没有干成的

事情，理顺了一批过去不规范、不

专业的事情，推动了一批打基础、

立长远的事情，大批政治成熟、素

质过硬、群众拥护、实绩突出的优

秀年轻干部得到提拔任用，“产业

新城、 品质白云” 的愿景温暖人

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

“十三五” 时期取得的成绩来

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乘风破浪正

当时，快马加鞭自奋蹄。白云区将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 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坚

定不移落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

康” 工作总纲，坚定不移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工作全过程和各领域，坚

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坚决贯彻落实省委、 市委的要求部

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

干，纵深推进“产业新城、品质白

云” 建设、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打

造省会城市新中心， 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再创佳绩、

再续辉煌、再谱新篇。

贵州嘉盈新能源智能化产业基地员工在生产线上作业。

牛场布依族乡红锦村村民在采摘猕猴桃。

“云上空间” 企业家人才沙龙活动平台工作人员在向园区

初创企业负责人介绍相关惠企政策。

白云十五小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编程机器人课程。

白云区大学生志愿者在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牛场布依族乡民族大团结联欢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