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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
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告诫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号召全党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铿锵的话语，殷切的嘱托，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使命
自觉，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力量

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
任务上来是有力的思想动员和精神
鼓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党的
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历程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进入
的。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深刻
变化的国内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
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变革，有些
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是振聋发聩的，
有些是荡气回肠的，有些是惊心动魄

的，哪一项要实现都不容易，都需要
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魄，也都需
要精心谋划和顽强毅力。前进的道
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唯有做好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充分准备，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我们才能不断跨越

“雪山”、征服“腊子口”，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日益复
杂的斗争，我们的初心永远不能改
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转第三版）

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提
出意见。

一、2017年工作回顾
2017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
支持下，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团
结一心、砥砺奋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
显著成效。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585亿元、增长8.2%，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90.7亿元、增长10%，固定
资产投资1725亿元、增长15%，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860亿元、增长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50元、增
长 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30元、增长9.5%，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1.7%，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
以内，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圆
满完成了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为决胜同步全面小康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全市经
济在上年止滑回升的基础上实现快速
增长，GDP、规上工业增加值、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增速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排位大幅上
升。经济质量明显提高，全市税收占

财政收入比重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其中市本级提高5.5个百分点。“项目
攻坚年”活动扎实开展，30个重大项目
和 20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80亿
元。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国家天
然气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获批，川渝
合作产业园、玄武岩纤维产业园、云内
动力专用车、宣汉正原微玻纤三期等
43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电子信息、新
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新培育亿元以上企业22户，新增规上
企业 84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服务业提档升级步伐加快，罗
浮广场、红星广场、秦巴物流园区铁路
物流等项目竣工投运，复兴农产品批
发市场、仁和春天、巴山大峡谷和铁山
旅游综合开发等项目加快建设，服务
业完成投资1100亿元，旅游总收入
173亿元、增长22.5%，电子商务交易
额90亿元、增长20.5%，大竹县成功创
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现代
农业稳步发展，粮食持续稳产，新建现
代农业产业基地15万亩，新增省级示
范农民合作社15个、家庭农场18家，
新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0家，农产
品加工和贸易收入达230亿元。优势
潜力产业加快发展，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突破3000亿元、贷款余额1250
亿元，新增资质建筑和房地产企业63

家，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9.3%、11.3%和13.6%。科技
创新深入开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60
亿元，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2%。“质量达州”建设全面推进，国家
天然气产品、全省玄武岩纤维及制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获批。

（二）城乡面貌显著改观。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取得新进展，机场迁建、营
达高速、环城路二期、达宣和达开快速
通道等骨干工程加快建设，巴万高速、
机场大道等项目开工建设，成南达高
铁、达州高铁站、市绕城高速西段、镇
达广高速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争取西渝高铁过境达州取得实质性突
破，新开辟航线2条。区域中心城市加
快构建，凤凰山隧道及西延线一期、金
南大桥、火烽山隧道、大尖子隧道等一
批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快速通道拓
宽改造、凤凰山山前路等项目加快建
设，新建停车泊位1.4万个；北城滨江、
西城马踏洞和莲花湖、南城三里坪和
长田坝等城市新区开发加快推进，建
成区面积达到9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100万，“双100”区域中心城市〔1〕框
架基本形成；塔沱、火车站、川鼓等片
区棚改大力度推进，大寨子、鹿鼎寨、
塔沱滨水、紫荆花等公园加快建设，莲
花湖湿地公园一期不断完善、二期生

态修复启动实施，城市品质进一步提
升；主城区环境卫生大幅改善，城市公
交线网优化调整，市级云计算中心、智
能交通一期工程建成投用，城市管理
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和新村建设成效
显著，5个县城规模、品质、档次同步提
升；百镇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宣汉南
坝、达川石桥分别列入首批国家和省
级特色镇，15个乡实现撤乡设镇；建设
幸福美丽新村455个，建成市级“四好
村”471个。全市户籍城镇化率较上年
提高1.67个百分点。

（三）改革开放成果丰硕。各项改
革全面深化，“强市活区”的市区管理
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城市公
交管理在新的体制中高效运转；城市
建管分离改革有效实施；政府绩效管
理改革全面展开，单项目标考核全面
取消，单位内部考核得到加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140万吨钢铁去
产能任务全面完成，煤炭去产能纵深
推进，商品住宅去库存80万平方米；市
属34户破产国企改革全面结束，2.74
万名改制职工完成社保和社区双移
交，10类26户国企基础改革基本完
成，三大平台公司职能职责划分明晰；
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达州银行首次在
外设立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改制稳
步推进，直接融资突破100亿元，天府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91家；商事制
度改革不断加强，新登记市场主体3.3
万户、增长52.7%；财政管理改革深入
推进，市本级资金筹措使用统筹机制
基本建立，市级综合治税平台不断完
善，改革财政支持方式、清理政府经营
性资产、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全面
展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
证基本完成；教育、卫生改革发展创新
举措出台实施。开放合作成效明显，
第二届达商大会成功举办，“6+2”产业
集群〔2〕专题招商精准实施，小分队招
商高频率开展，深圳卡立通手机及智
能终端、青岛正北二硫化碳等53个项
目落地建设，成功引进四川铁投建设
玄武岩纤维产业园、川煤集团建设川
东煤炭储配物流基地、江西正邦建设
农牧产业园，与宜华集团签订建设木材
交易及加工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引进北
控水务技术支持城镇污水治理体系前
期工作，三一重工和远大实业建设建筑
产业园正在深入洽谈，全年新签约项目
141个，引进到位资金768亿元；外经外
贸加快发展，实际到位外资9565万美
元，完成进出口5887万美元。

（四）脱贫攻坚再战再捷。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扎实推进，通川区贫困县
摘帽已接受省上验收，全市311个贫困
村退出、15.07万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全

面完成，贫困发生率由上年的6.5%下
降至3.7%。向上争取和市县财政筹集
资金59.7亿元，集中用于住房保障、基
础建设、产业发展，完成贫困户危房改
造 1.33万户，建成农村公路 1562公
里，8.4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206个贫困村建立了电商服务站点。
建成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154个，
搬迁入住1.5万户4.8万人。圆满承办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大竹易地
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双靠近三融合”
〔3〕经验得到国家认可并全省推广。
金融扶贫力度加大，贷款余额258亿
元，居全省第2位。创新推出“5+2”帮
扶机制〔4〕，828个贫困村驻村帮扶实
现法律顾问、农信员全覆盖，11.4万名
财政供养人员与贫困户实现结对帮
扶，为贫困户超过20户的非贫困村选
派了第一书记。大力开展脱贫攻坚引
领区建设，连片发展主导产业10.8万
亩，建设旅游景点41处，引领区内37
个贫困村1.86万贫困人口率先实现退
出和脱贫。

（五）人居环境大幅改善。生态文
明建设持续加强，制定出台了“135”环
境治理方案〔5〕，集中开展了环境突出
问题整改“百日攻坚”和“年度攻坚”，
市民反映强烈的达钢“白烟”等环境问
题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紧转第二版）

政府工作报告
2018年1月4日在达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达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郭亨孝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1月10日是2018年全
市第一个“党员活动日”，我市各级党
组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党员活动日”活动。
为学好、弄通、用活党的十九大

精神，市委党校机关各支部联合开展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逐梦前行”
为主题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设置
必答、抢答、专家解答等环节，将十九
大精神贯穿于整个比赛内容。近三
个小时的活动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气氛热烈，广大党员通过以学促赛，
以赛促学方式，检验了党员干部对十
九大精神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增强了
大家对十九大精神深学深悟、融会贯
通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性。

市国资公司结合“党建工作进项
目、联建联动促发展”，组织全体党
员、成都建工集团秦巴物流园区项目
党支部全体党员，在秦巴物流园区建
设工地开展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工地，引领推进重大项目文明安全快
速实施”为主题的“党员活动日”活
动。活动中，支部党员开展了“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撸起袖
子加油干，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主
题党课，与会党员围绕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新党章学习进行了交
流研讨，此外还参观了秦巴物流园区

“一纵三横”青杠梁段“五治”工程示
范点扬尘治理规范化管理等工作。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切
实强化党员干部廉洁意识，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一、二党支
部开展了“新年我要廉”党员活动
日活动。活动围绕“廉”字主题，
进一步学习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提
醒、函询和诫勉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
知》，通报了《达州市纪委通报8起干
部作风典型案例》，观看了《<焦点访
谈>节目“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专题
教育片， （紧转第三版）

冬日党旗别样红
我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当了近30年的‘黑人’，今天终
于有了自己的户口簿，孩子上户也有
希望了，谢谢你们，这么冷的天，真是
雪中送炭啊……”在寒风凛冽的漆树
乡朝阳村，陈明润接过崭新的户口
簿，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县委巡察
工作把脉民心、体察民情、贴近民意
开展巡察的一个缩影。

巡察工作开展以来，该县县委各
巡察组在查找政治偏差和问题线索
的同时，重点关注百姓身边的问题，
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
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宣传向村组覆盖
“听，村上的喇叭又在响了，说的

巡察组来我们乡镇了……”清溪镇王
家坝村李昌军和其他几个村民正在
认真聆听“村村响”播放的巡察公告。

巡察期间，在张贴公告、设置意见
箱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电视台、“廉洁
宣汉”网站等媒体，扩大巡察宣传覆盖
面，同时，活用农村“村村响”这一载
体，每天定期播放巡察公告，实行开门
巡察，鼓励群众反映诉求和问题。

“下一步，我们还将采用宣传车
的形式，把巡察的宣传向各村社覆
盖，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
度。”宣汉县委巡察办负责人如是说。

诉求在基层起底
巡察工作始终坚持政治巡察定

位，突出精准脱贫、民生民利等重点，
在深入核查了解发现问题线索的同
时， （紧转第三版）

宣汉:一枝一叶总关情 巡察监督暖民心

廉洁达州

1月11日上午，冬日的阳光洒在
渠县三汇镇新胜村的农家小院里，照
得人心里暖洋洋。十里八村的村民坐
在条凳上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听着别
样的“川剧”，“大家有吃又有穿，居住
环境大改变。我们跟着习主席，永远
奔向前！”78岁的老党员胡美华头戴

“小蜜蜂”，配合着唱、念、做，用他自编
自创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戏曲，赢
得了满堂彩。

像这样内容实在接地气、群众喜
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近年来巴渠大地
时时都在上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
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面对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生活方式，庞大
的人口流动及农村空心化，如何让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真正起到凝聚人心的
作用？我市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创新
基层宣传方式、借力打通舆论引导

“最后四十厘米”，弥补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短板，以持之以恒的教育引导浸
润人心，新时代干部群众的发展合力
正在凝聚。

万源是典型的贫困山区，大多数
村社散落在崇山峻岭间，人口居住分
散。为了让高山峡谷中的村民及时掌
握国家大政方针，万源筹建了“挎包宣
传队”。不到一年时间，822名宣讲队
员深入乡镇社区、农村院坝、田间地
头，开展了1.4万场挎包宣讲。

我市创新“团队员”宣讲模式，在
市、县两级建宣讲团，每个乡镇组建1
支群众宣讲小分队，每个村（社区）选
拔1至2名基层理论宣讲员。全市
5965名基层理论宣讲员用本土化、故
事化的方式，传播党的声音，讲群众关
心的热点。万源市的“挎包宣讲队”、
大竹县的“竹之声宣讲队”、通川区的

“小喇叭宣讲队”等宣讲品牌应运而
生。

走村入户的宣讲队受到群众欢迎
和信任，也成为民意上传的平台。通
川区马房坝社区成立了“社区通讯

社”，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社区显
示屏、社区信息驿站、社区大讲堂等平
台传播党的声音，另一方面也通过小
区物业、网格管理员、微心愿墙等渠道
收集社情民意。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内36家新闻
媒体集中规范选用、推送新华社等中
央和省级党报党刊的稿件，及时转发，
多频次多角度传播好党的好声音。市
级层面与新华社合作探索开展新闻舆
论主阵地建设，组建了“现场云直播实
验室”，达州日报、达州晚报、达州电视
台等通过新华社“云平台”实现了文图
视频全媒体报道和单兵低成本直播。

同时，我市积极支持和配合《四川
日报》等省级驻达媒体，开展深度观察
和舆论监督。2017年，我省权威政经

新闻客户端“川报观察”发表深度融媒
体作品《脱贫发展“一盘棋”谋势谋远》
《达州产业发展新主张》等百余篇，聚
焦达州产业、商业、扶贫等发展变化。

针对部分干部群众认为理论学习
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比较“务虚”这一
现实问题，市委、市政府经过系统谋
划，建立了常态长效机制，抓住了工作
的“关键少数”，有力破解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参与度低、动力不足的瓶颈。

前不久，达川区赵家镇党委中心
组开展年度“述评考”活动，对近期中
心组学习情况，开展集中述学、相互评
学、闭卷考学。按照全市硬化中心组
学习要求，每年市县乡三级中心组至
少2次将课堂搬到基层一线；理论学
习将纳入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学
习的“软任务”变成了“硬要求”。

学促考、考促学，基层干部群众对
这一形式非常认可。从区委组织部到
乡镇担任党委书记的杨从刚表示，“从

前在部里抓党建，对经济工作、乡镇治
理并不熟悉，现在正好有平台、有动力
深入学习。”

我市还通过机制建立，促进党委
一把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
任。去年3月，在全市意识形态工作
会议上，我市与7个县（市、区）委书
记、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分别签订《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书》，首次以责任书的形
式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
通过督查、巡察、年度目标绩效考核等
措施建立起严格的问责制度。

2017年达州GDP增速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这是“十三五”以来，深度转
型发展中的达州首次跑赢全省平均水
平。新闻舆论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心工
作的开展，我市的实践充分表明，好的
创业劲头是激励出来的，好的社会氛
围是营造出来的，好的发展势头是引
导出来的。

□文/图 本报记者 罗丹

凝聚发展强大合力
——我市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掠影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中央和省级媒体关注我市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图为中央和省级媒体采访万源市挎包宣传队到茶垭乡老洼
坪村开展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