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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白玉县上
下勠力同心、超常付出、奋勇争先，在狠
抓大事上凝聚力量、在抢抓机遇中谋求
发展、在真抓实干中排难奋进，倾力抓实
产业结构突破性调整，努力实现农牧民
增收有新提高；强力抓实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努力实现基础设施有新景象；加
力拓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努力实
现经济发展有新动能，全县呈现出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民生事业不断改善、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群众奋发有为的生
动局面。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在建州70周年之际，白玉县交出一份优
异答卷——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20年上半年，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下同）8.44 亿
元，同比增 1.3%，全州排第 4 位；工业增
加值2.13亿元，同比降4.7%，全州排第4
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4.34 亿元，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州排第5位；地方
公共财政收入1.05亿元，同比增38%，全
州排第 6 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5
亿元，同比降9.1%，全州排第11位；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17950元，同比增3.2%，
全州排第 13 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4466元，同比增8.9%，全州排第13位。经
济走势呈现“一季度止跌减损、二季度企
稳回升”，延续这样的发展态势，实现“三
季度多拉快跑、四季度加力冲刺”，全面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信心百倍。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白玉县着眼内
外交融加大政策支持，积极探索架构共
享平台，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发展
主要动力。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全方位
对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省

州的改革规划和部署，系统梳理已部署
改革任务完成情况，扎实推进经济体制、
国资国企、生态文明等11个专项领域改
革，积极抓好216项改革任务对接落实，
深入推进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任务。持续
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
积极主动加强与帮扶单位衔接协作。今
年来，用好用活中山市、武侯区7532万元
援助资金，实施援建项目29个，将援建项
目重点放在教育、卫生事业和生态产业
培育建设，通过挂职锻炼、就业培训等方
式培养锻炼干部、贫困群众243人次。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白玉县实施脱
贫成果大巩固行动，全面落实“三不脱”

“四不摘”要求，加力推进路、水、通讯等
基础设施项目43个，13户监测户、35户
边缘户监测有序，保障措施有力，全面筑
牢了防贫返贫防线，兜紧了民生底线；开
发公益性（类）岗位69个，通过流转土地、
劳务输出、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实现贫
困群众就近就业82人，解决群众增收难
题；按照“弄干净摆整齐”要求，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强力革除陈规陋习，
培树文明新风；深入实施问题整改“清
零”行动，对 2016 年以来脱贫攻坚各级
督查、巡视、扶贫审计和县级自查的9701
个问题，采取“清单制+责任制+限时办结
制”逐一整改销号，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攻
坚普查。

灾后重建加力推进。白玉县聚焦农
村住房重建、公共服务设施重建、基础设
施重建、产业提档升级、地质灾害防治5
项重点任务，分类指导、强化督促，列出
清单、挂图作战，全县计划实施灾后重建
项目39个，概算总投资3.73亿元（其中，
中央资金16174万元，省级资金13652.5

万元，企业自筹292万元，地方自筹1800
万元，群众自筹5440.5万元）。截至目前，
已开工38个、开工率为97.4%（剩余1个
采购项目已上报方案待批复），竣工 13
个、竣工率为34.2%，累计完成投资2.35
亿元，完成总投资的63%，有力保障受灾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需求。灾后重建有序
推进，搏浪金沙、战胜白格堰塞湖凝聚的
精神力量让白玉儿女有信心、有能力去
战胜一切困难。

民生保障全力改善。深化控辍保学，
解决户籍、学籍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今年
落实资金 76.6 万元奖励 202 名优秀师
生，完善三完小配套设施，全力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教育发展更加有力；全面查找
疫情期间凸显的卫生服务短板，加快县
医院一二期工程、藏医院制剂中心、金沙
乡卫生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医务人
员 147 人次，发放医疗救助 137.5 万元，
救助群众3503人次，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和地方病综合防治，卫生保障更加有效；
深入实施“一讲五清两规范”，新增农村
低保 541 人，清退 241 人，发放 212 万元
救助特殊困难群体5780人次，全面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督促项目
单位缴存工资保证金1006万元，常态化
清查处置欠薪行为，社会保障更加有序。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扬鞭！
新时代新使命，新时代新作为，白玉县将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
紧紧团结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担当尽责、砥砺奋进，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
的作风，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新白玉。

峥嵘岁月，尽显人间正道；只争朝
夕，铸就辉煌成就。历经一届届县委、县
政府接续奋斗，一代代白玉儿女砥砺前
行，一张张优异的成绩单让人震撼，让人
自豪，更让人动容，白玉县的发展史就是
甘孜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
大飞跃的生动写照。

70 年来，从“同声异调”到“同心同
向”，民族团结展现和谐图景——始终把
民族团结作为发展基石，白玉县决贯彻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把各方面工作
往民族团结事业方面聚焦，开展“感党
恩、爱祖国、守法制、奔小康”主题教育活
动、宗教界“五二三”学教活动和“爱国爱
教爱家乡”教育活动，学习“时代楷模”其
美多吉等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形成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实施宣教聚
力、文化浸润、文明引领、典型示范、法治
普及“润育工程”五大行动，持续推动民
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离不开”

“五个认同”的思想共识。广东省中山市、
成都市武侯区、省司法厅、省财政厅、四
川旅游学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四
川科技职业学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等先后牵手白玉，
助力走上发展快车道，让各族干部群众
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今
日之白玉，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拥抱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
县各族儿女齐心协力面对各种挑战、克
服各种困难，战胜了白格堰塞湖抢险救
灾、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
彰显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

70年来，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经
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始终把经济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从“百废待兴”到

“百业俱兴”。白玉县认真践行新发展理
念，用高质量定位发展未来，全县经济规
模不断增大、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围绕追

赶发展向率先发展跨越的目标，白玉县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稳增长
各项举措，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进中有升”的良好态势。2019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8亿元、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1.7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28.44亿元、工业增加值4.6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222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2623元，全县目标绩效考核在全
州加快发展区中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持续
保持在加快发展区中的“领头羊”地位，距
挤进率先发展区的目标越来越近。

70年来，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始终把改善民
生作为根本追求，白玉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特别是党中央发出
脱贫攻坚动员令以来，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突出抓好住房安全、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基础设施、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生态扶贫“七大攻坚”，下足“绣花”功
夫，全面实现 81 个贫困村退出，2641 户
1272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摘帽，贫困发
生率从 2014 年的 25%下降至 0%以内。
推动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0年来，从粗放开发到和谐共生，绿
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始终把生态保
护作为使命职责，实现从“过度开发”到

“生态优先”。白玉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围绕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大力开展“大规模
绿化全川·白玉行动”。实施防沙治沙、生
态治理、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工程，从
严林政监管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依
法查处涉林违法案件，严守生态红线底
线，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
从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完成生态红线优化调整和省、
州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我县成功纳
入全国50个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之一。
围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全力推
进河坡民族手工艺园区等重点旅游项
目，完成瓦须昌台帐篷城一期工程和拉
龙措、河坡镇旅游咨询服务站建设，拉龙
措古冰漂湿地4A级景区完成可研评审。

70 年来，从“加强法治”到“厉行法
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始终把
依法治理作为关键之举，白玉县高举法治
旗帜，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切实把一切事
务纳入法治化轨道，决不允许有法外之
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始终绷紧维护稳
定的弦，纵深推进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斗
争，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
全和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牢牢牵住寺庙管
理“牛鼻子”，着眼打基础、管根本、利长
远，藏传佛教活佛及重要教职人员管理、
寺庙僧尼实名制管理等长效机制在实践
运用中不断得到完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扎实推进依法治理，
网格化管理让基层社会治理焕发新活力，

“红袖套”成为大街小巷一抹靓丽色彩，一
批涉黑涉恶涉枪犯罪案件得到严惩，法的
法治良序正逐步形成。今日之白玉，社会
大局持续平稳，“和谐稳定是福，分裂动乱
是祸”的共识深入人心。

甘孜70年的发展成就，是党中央、国
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
州委、州政府关心厚爱的结果，是历届县
级领导班子团结拼搏的结果，是全县干
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白玉儿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感恩奋进、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中
国梦白玉发展新篇章。

拥抱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
◎甘孜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中共白玉县委书记 康光友

70年艰苦奋斗、
70年春华秋实。甘孜
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年来，白玉县在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和州委、州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逐梦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白玉县人民政府县长 阿央邓珠

70年波澜壮阔，
70载砥砺前行。白玉
县与甘孜州一道走过
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
程，实现了社会制度
的历史性跨越，取得
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
成就，开创了和谐小
康的历史新纪元。


