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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全体工作人员 全体工作人员

延安市商务局 中共凤县县委
凤县人民政府

渭南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米脂县年产5万吨金属钠项目招商
金属钠是以钠盐为原料的化工产品，可做染料、医药、有机合

成产品。原料充足，价格低廉，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

投资总额及合作方式：该项目总投资 38000 万元。合作方式为独

资、融 资 。市场预测及投资回报分析：市 场 空 间 大，年 需 求 量 为

15-20 万吨。该项目建成后年利润可达 9500 万元。联系人：吕永平

电话：0912-6222700 6222670 13038963859

凤县招商局
局长王勇 携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各界人

士考察、投资。

招商电话：0917—4762135 13892730888

横山县王圪堵水库
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体工作人员

府谷县医疗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主任孙培荣 携全体工作人员

主任王明清 携全体工作人员

府谷县文管办
董事长陆兴渭 携万余名师生

西安联合学院 党支部书记畅保英 主任吕克伟 携全村父老

靖边县东坑镇陆家山村
热烈欢迎各界人士考察、投资招商项目：

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农业休闲

观光旅游业 联系电话：13409197286

榆林市新田源
集团公司

董事长高雯友 携全体工作人员

汉中市略阳县长坝大鲵驯养繁殖场 场长
张海成望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投资开发，共谋
发展，共同保护。 交流热线：13891640125

关注区域发展 服务经济建设
总经理段忍年 携全体工作人员
西安诚杰维达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和平 携全体工作人员
陕西顺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郭占林 携全体工作人员

神木县新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刘志雄 携全体工作人员
神木县新世纪门窗加工厂

董事长杨振刚 携全体工作人员
神木县瑞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余自林 携全村父老
汉中市南郑县阳春镇泉沟村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

南部，地处武陵山区，居乌江下游。全县幅

员面积 3903 平方公里，辖 11 镇 28 乡，总人口

67.4 万。

资源富地：可开发水能资源蕴藏量达

240 万千瓦，是重庆市唯一的“水利能源基地

县”。矿产资源丰富，初步探明矿产资源 24

种，煤炭储量 1.2 亿吨，硅、镁、萤石、重晶石、

铅、锌、天然气等矿藏储量也比较丰富。

政策洼地：作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

区、西部大开发地区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彭水享有众多优惠政策。比如：

企业所得税，在东部地区执行 25%的税率，

在西部地区执行 15%的税率，而彭水在西部

大开发政策的基础上减半征收，执行 7.5%的

税率；同时，还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增

值税可享受按增量部分 40%返还的优惠。

文化宝地：唐宋时期彭水县城为道、州、

县三级治所地，是今渝、黔、湘、鄂、桂结合部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曾创造了唐

宋时期的经济繁荣和清末“彭水财富，甲于

酉属”的辉煌。各民族聚居繁衍，相互学习，

彼 此 交 融，孕 育 了 巴 渝 最 古 老 的“ 黔 中 文

化”，如今被评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特色基地：是全国烤烟基地标准化示范

县、重庆市100万头草食牲畜基地县、重庆市森

林资源大县；有全国唯一一家被中国魔芋协会

指定为魔芋良种繁殖和生物提取的天娇魔芋加

工厂，未来 3 年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魔芋生产基

地；阿依河景区列“巴渝新十二景”第一位、被评

为“全国民族文化旅游新兴十大品牌”。

创业福地：319 国道、渝怀铁路、渝湘高

速公路和乌江水域横贯县境，集成了铁路、

公路、水运综合交通网络，水陆运输便捷。

同时对入驻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并提供“一

站式”服务，对重大招商项目，县上组建专门

班子，抽调专门人员，提供全程服务。

六大成就铸辉煌：“十一五”期间，重庆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

民，抓住穿境而过的渝怀铁路和渝湘高速公

路先后建成通车、装机 175 万千瓦的乌江彭

水电站建成发电、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硬环境

得到根本改变的机会，以思想解放促观念创

新、以观念创新促意识超前、以意识超前促思

路领先、以思路领先促跨越发展、以跨越发展

促后来居上，取得了 6 项辉煌成就，迎来了经

济实力增长最快、建设力度最强、扶贫攻坚力

度最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 5 年。

生产总值翻一番，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5

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县域经济得以发展壮

大。全县生产总值由 29.2 亿元增至 68 亿元，

年 均 增 长 17.6%；人 均 GDP 由 5400 元 增 至

12800 元，年均增长 16.4%；三次产业结构由

30:32:38 调整为 18:42: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由 12.2 亿元增至 28.8 亿元，年均增速达

18.7%；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18 亿

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由 17.5 亿元增至 64.2

亿元，年均增长 29.8%；贷款余额由 28.1 亿元

增至 70.8 亿元，年均增长 20.3%。尤其令人振

奋的是，地方财政收入由 1.45 亿元增至 8.6 亿

元连续 4 年实现“隔一年翻番”。

乌江彭水水电站建成发电，烟、芋、薯、

畜、林等特色农业初具规模，阿依河景区开

游，产业加速发展。大力发展烤烟、魔芋、红

薯和蜜蜂、家禽、草食牲畜等特色种养业，农

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累计造林 42 万亩，森

林覆盖率由 32%提高到 40.4%；减少贫困人口

6.5 万人；乌江彭水水电站建成投产，团坝子

等中小水电站建设加快，全县水电装机容量

达 185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 67.4 亿度，占重庆

市发电量的 12.8%；建成工业园区标准厂房

10 万平方米，入园企业 14 家，年产 200 万吨新

型干法水泥建成投产；5 年实现旅游收入 5 亿

元，获“中国金融生态县”殊荣。

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家家用上便宜

电，解决了 3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发

展环境根本改善。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

彭酉和彭务二级公路建成通车，全县公路总里

程达 5500 公里，乡镇通畅率和行政村通达率

达 100%，行政村通畅率达 40%，实现“2 小时彭

水”，渝东南水陆联运交通枢纽“骨架”形成；改

造中低产田土 5.3 万亩，新增耕地 2.1 万亩；新

建和整治各类水利工程 4000 余处，新增蓄水

能力 200 万立方米，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9.8 万

亩，其中6项工作获国家级命名和表彰。

改造城镇危旧房 20 万平方米，完成民房

风貌改造 160 万平方米，启动新城建设，新增

城镇人口 6 万人，城乡面貌重大改观。加大

旧城改造力度，启动新城建设，建成商品房 90

万平方米；实施油化、绿化、亮化、净化“四化”

工程，人居环境质量提高；县城防护工程已具

雏形，乌江五桥开工，郁江二桥主体工程完

工；实施通道经济建设，改造农村危旧房 5600

户，建成巴渝新居 2520 户、沼气池 1.9 万口，

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加快统筹城乡户籍制度

改革，城镇化率提高到 24.5%。

“两基”人口覆盖率达 100%，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性文体活动广泛开

展，社会服务显著提升。投入 14.4亿元改善办

学条件，初步建成彭水一中和职教中心新校

区，新增农村校舍 18.1 万平方米，建成寄宿制

学校 23 所、塑胶运动场 16 片；中医大厦完工，

二甲医院开工，完成 19 个乡镇卫生院标准化

建设，新增业务用房 1.5万平方米，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保险参合率达 95%；建成乡镇文化站 35

个、农家书屋 126 个，宣传文化中心、文物展馆

投入使用；建成插旗山健身步道 10 公里，举办

大型体育活动 20 余场次，经常性参加体育活

动的人数比例达 40%。

百姓腰包更鼓，保障制度更全，社会和

谐稳定，民计民生保障全面提高。每年财政

一 般 预 算 支 出 的 50% 以 上 用 于 改 善 民 生。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到 4399 元、12800 元，比 2005 年增长 107%、

96.5%；1 万余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4 万，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大病医疗救助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25 所中心敬老院投入使用，建

保障性住房 2.5 万平方米，解决了 2000 余名

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问题；建立交巡警平

台 3 个，校警制度覆盖全县中小学、幼儿园，

群众安全感指数大幅度提高。

七个“新彭水”绘蓝图：未来 5 年，彭水将

以科学发展、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统筹城乡改

革和创新发展模式为动力，努力推进发展方

式转型，实施生态立县、水电强县、矿产富县、

旅游兴县“四大战略”，建设绿色、畅通、人文、

平安、快乐“五个彭水”，突出抓好优势产业培

育、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社会事业

发展和民计民生改善等方面工作，提升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努力把彭水建成特色农业示

范区、能矿产业增长极、生态旅游集散地、水

陆联运支撑点、低碳经济先行县，基本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到 2015 年，全县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

170 亿元；人均 GDP 增长近 2 倍，达到 31480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 倍多，达到 87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达到 21 亿元；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达到 25000 元；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达到 10000 元；城

镇化率达到 33%。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650亿元；万元GDP能耗降低15%。

建设经济发展更加科学、产业结构更加

优化的新彭水。结合资源环境现状，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一批

带动能力较强、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建设城乡统筹更加有力、总体布局更加

合理的新彭水。加快城乡建设，积极探索具

有山区特色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建设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发展环境更加

优越的新彭水。加快推进以交通、水利、市

政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经济

社会发展条件。

建设改革开放更加稳健、发展动力更加

强劲的新彭水。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不断优

化扩大开放的环境，努力集聚国内外先进的

发展要素。

建设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人与自然更加和

谐的新彭水。坚持保护与建设并举、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社会事业更加协调、公共服务更加

配套的新彭水。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推

进各项社会事业，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

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建设民计民生更加改善、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的新彭水。认真落实惠民政策，财政支

出继续向民生倾斜，让老百姓多享改革发展

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黄卫东）

伴随着全国两会的胜利闭幕，作为

潞安集团下属的规模最大、产量最高、

效益最好的矿井，山西潞安集团王庄煤

矿认真贯彻两会精神，为全面开创中国

煤炭工业品牌矿而努力奋斗。

加深党建工作新模式的理解和

运用 王庄煤矿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和

矿长为会长的党建工作研究会，并下

设秘书处，以总结基层党建工作中的

典型经验为主要任务，并在实践基础

上加以理论思考，为党建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

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首

先，通过推行党建工作绩效管理风险

抵押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党建工作创

先争优流动红旗竞赛活动。其次，开

展政工部门与基层党支部“结对子”，

从 而 起 到 互 相 督 查、引 领 互 助 的 作

用。再次，针对于创造争优活动第一

阶段“岗位奉献、追求卓越”的主题，

该矿要求在全矿党员中开展党员先

锋竞赛活动。

搞好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在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方面，该矿要求各级党组织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健全学习制度、改进学习方

法、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提高

学习实效，并利用各单位科（队）务联席

会议平台，增强干部自我提高及党组织

参与中心工作的能力。

加强干部队伍管理 王庄煤矿下

大力气规范干部队伍的管理。首先，

该矿以干部考核为手段，针对干部的

岗位职工履行情况、单位管理情况、

个人廉洁自律情况和卓越成绩受奖

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其次，坚持党管

干部和群众公认相结合，民主公开和

相关规定相结合，通过完善的干部选

拔机制，营造充满活力的用人氛围。

再次，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具有“王

庄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该矿以岗位

行为、组织行为、社会行为“三种行为”

考核为基础做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坚

持“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

重发展”的方针，有制度、有秩序、有标

准地做好党员发展工作；通过开展以

“学技术、做表率、重实效”为目标的党

员实践活动，落实党员主体地位，强化

党员责任意识。

重庆彭水：科学转型 跨越发展
潮平岸阔帆正劲
乘势开拓谱新篇

——来自王庄煤矿学习两会
精神加强党建工作的报道

■ 本报记者 常旭日 通讯员 董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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